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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016期

本期全国销售总额：10213818元，3474046.74元奖金滚入
下期奖池。

中国电脑体育彩票“七星彩”开奖公告

中奖号码：6 9 3 3 9 4 7
奖 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全国中奖注数
0注

11注
126注

1522注
19505注

236466注

单注金额
---

24990元
1800元
300元
20元
5元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全国开奖公告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中奖结果

中奖
号码

奖级 每注金额

本期本省投注总额：15345766元，本省中奖总金额：
4004964元。

红色球

16
蓝色球

01 11 12 18 25 27

第2018016期

全国
中奖注数

全省
中奖注数

9593701元
234372元

3000元
200元
10元
5元

4注
98注

1261注
61624注

1175404注
9222140注

0注
2注

63注
2615注

52361注
460122注

每注金额
37615元

50元
5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8037期中奖号码
2 3 7 14 15

奖等
头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好运二
好运三
好运四

“中原风采”22选5开奖公告

河南销售总额为456016元，中奖
总金额为301728元。

中奖注数
4注

563注
8546注
231注
288注
21注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8037期

单注金额
1040元
346元
173元

奖等
单选
组选三
组选六

本期河南 3D及附加玩法销售额为
1477818元。

中奖注数
353注

0注
598注

中奖号码：695
“排列3”、“排列5”第18037期开奖公告

玩法 中奖号码 全国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

排列3
直选
组选3
组选6

4844注
0注

9184注

1040元
346元
173元
10万元排列5 30注

768

76832
排列3投注总额17067226元；排列

5投注总额10554260元。

七星彩第18017期预测

重点号码看好 1、5、8，奇偶比
例关注4∶3，大小比例关注4∶3，定
位重点关注号码：一位 4、5，二位
1、8，三位2、7，四位5、9，五位3、6，
六位1、5，七位3、8。

22选5第18038期预测

大小比例关注3∶2，奇偶比例

关注 2∶3，重点号关注 06、13、18，
可杀号05、07；本期可能出现一组
二连号，热点区间关注三区，推荐
一个小复式：01 04 06 08 09 12
13 14 15 18 19 22。

排列3第18038期预测

百位：2、6、9。十位：4、5、7。
个位：1、3、8。

夏加其

专家荐号

2 月 5 日 ，大 乐 透 第
18016期开奖，全国共送出3
注1000万元头奖，分别被福
建、山东、宁夏的幸运儿擒
获。但遗憾的是，3注头奖均
未进行追加投注，白白错失
600万元的追加奖金。当期
全国销售2.02亿元，为社会
筹集彩票公益金7302万余
元。当期开奖结束后，奖池
金额升至47.66亿元。

当期，大乐透前区开奖
号码为“01、02、12、13、23”，
后区号码“09、12”。前区大
小比 1∶4，小数占据明显优
势，奇偶比3∶2。其中0号段
的最小连号“01、02”，分别在
遗漏了14期和16期后终于
现身；1号段开出“12、13”一
组连号，其中“13”连续两期

开出；2号段开出“23”与1号
段的“13”是一组同尾号，两
号最近的一次同期开出是在
第18011期；3号段轮空。后
区开出“09、12”一组大号。

数据显示，当期全国送
出的3注1000万元头奖，分
落福建、山东和宁夏。其中
福建中出的 1注 1000 万头
奖，出自福州，中奖彩票是一
张“5+3”复式票，投注金额6
元，除中得1注头奖外，还中
得2注二等奖，单票中奖金额
1021万元。

宁夏中出的1注1000万
元头奖，出自中卫市，中奖彩
票是一张10元5注单式票，
其中1注命中头奖。

山东中出的1注1000万
元头奖，出自济南，中奖彩票

是一张“11+2”复式票，投注
金额924元，该票不仅中得1
注头奖，还中得三等奖30注、
四等奖150注和若干小奖，
单票中奖金额1014万元。

当期开奖后，奖池金额
略有上升，将有47.66亿元滚
入 2月 7日开奖的第18017
期。 河体

一号之差，命中双色球二等奖

郑州彩民揽大奖236万元

2月4日晚，中国福利彩
票 双 色 球 游 戏 进 行 第
2018015期开奖。当期双色
球红球号码为 11、15、20、

21、26、33，蓝球号码为 15。
当期双色球开出头奖6注，单
注奖金为765万多元。这6
注一等奖分落5地。其中，内
蒙古1注，浙江1注，安徽1
注，重庆1注，广西2注。

当期二等奖开出172注，
单注金额11万多元。其中，
河南中出32注，排名第一。
值得庆贺的是，有20注二等
奖为一位彩民所中，这20注
二等奖出自郑密路与政通路
交叉口东南角第 41011007
号投注站，投注方式为复式

“8+2”，票面金额1120元，中
得奖金共计236万元。

2月5日上午，幸运彩民
冯先生来到河南省福利彩票
发行中心的兑奖大厅进行了

兑奖。
谈起购彩经历，冯先生

说其实他并不是经常买彩
票，但只要买就肯定会买个
千把块的复式组合，这是一
开始接触彩票时候养成的习
惯，每次买都会机选复式
票。这次中奖的“8+2”复式
票是跟朋友一起吃饭时候聊
彩票，说到兴头儿上俩人直
接就到旁边投注站买了几
注。兑奖时，工作人员惋惜
地说这差一个蓝号可就是千
万大奖了，对此冯先生却显
得很淡然，他表示自己只是
把购彩当做一种娱乐而已，
随心而动，20注二等奖已经
很满足了。 豫福

豪揽100注单选奖

商丘彩民喜获
福彩“3D”10万余元

2 月 2 日，福彩 3D 第
2018033 期开奖，商丘一彩
民喜中100注单选奖，共获奖
金104000元。中奖后，大奖
得主刘先生来到商丘市福彩
中心兑取了奖金。

在交流中，刘先生谈起
自己的“彩票经”。他说自己
刚玩福彩游戏，大概也就三
四个月，但对3D绝对是情有

独钟。他认为3D虽然只是
一个小盘玩法，但是只有三
个“0至9”号码，每天开一期，
中奖率较高，易于掌握。虽
说直选的奖金只有1040元，
但如果看准的话，倍投之后
依然有较高的回报。

说到这次中大奖，刘先
生自豪之情溢于言表。他
说，这次中奖前不久刚中过

一次4万多元，对于福彩3D
他一直有着较深的研究。购
彩当天，他研究了最近一段
时间的号码走势，非常看好

“767”这组数字，感觉着这次
肯定有戏，于是果断出手，结
果真的如愿以偿，一举中得
100注单选奖，总奖金达到
104000元，成就了“小玩法
中大奖”的奇迹。 豫福

中奖彩票 省福彩中心供图
今日竞彩重点赛事投注推荐

日期

“二串一”玩法

2/7（周三）

推荐为个人观点，仅供参考，欲知详情请登录中国竞彩网。

编号/主队VS客队

001法兰克福 VS 美因茨

004特温特 VS 阿尔克马尔

推荐

胜

负

百元可中奖

284元

周三竞彩推荐

重整旗鼓
阿尔克马尔或轻取三分

周四凌晨荷甲联赛第22轮将
继续开打，上轮的比赛中，特温特
在客场以0∶1的比分不敌海伦芬，
惨遭联赛5轮不胜颓势，此役过后
特温特仅手握16分排在积分榜的
第15位，与身后的降级区只有净
胜球的优势，其保级情况可谓相
当严峻。

近期状态回暖的阿尔克马尔
在上轮竟然被罗达JC以2∶2爆冷
逼平，看得出来球队的整体状态
其实也并不能让人完全放心，而
遭遇这无奈的失分后，目前阿尔
克马尔与身前的阿贾克斯分差已
被拉大至5分，但欧冠资格赛的竞
争悬念还在继续，此番出征阿尔
克球场，球队要用三分来挽回面

子。
另一场比赛，周四凌晨德国

杯八强赛继续开打，法兰克福是
上赛季德国杯亚军，球队对杯赛
还是比较专注，不过本赛季德甲
争6形势激烈，而且球队在上轮德
甲负于竞争对手奥格斯堡，导致
他们与第7位的奥格斯堡只有2
分之差，随时都有可能被挤出欧
战区，可见如今法兰克福对杯赛
未必拥有充足的战意。

美因茨联赛处境比法兰克福
更糟，球队为了保级已经焦头烂
额，最近10场比赛只取得3胜2平
5负的战绩，如此表现实在难以对
德国杯发起竞争，本场面对法兰
克福，美因茨估计会战略性放弃。

超级大乐透
再爆3注1000万元头奖
奖池升至47.66亿元

□记者 吴佩锷

福彩刮刮乐
2018年第5周大奖公告

2018年第5周全省兑付刮刮
乐奖金687万元。其中兑付30万
元和20万元大奖1个，两个大奖
均由安阳市兑出。本周所有面值
彩票均有奖项兑出。

根据本周奖金兑付情况分析
百发百中等热点彩票易中出。福
彩刮刮乐返奖率65%，中奖面宽，
即开即兑，欢迎购买。 豫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