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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荐号

徐新格

福彩3D第18044期预测
比较看好5、6、8有号，重点

可关注百位或十位。四六分解
式推荐：2568—013479，后者六
码包含三个奖号的可能性较小。

跨度参考3、4、5、6、7、8，和
值参考09至20区段。

定位组选试荐：067、126、
128、136、138、145、146、148、
156、158、167、168、178、236、

238、239、245、247、249、259、
267、269、278、336、346、348、
356、358。

双色球第18019期预测
红色球试荐：06、09、11、13、

14、18、19、22、24、25、26、29、31。
蓝色球试荐：06、11、12、14、

16。

七星彩第18019期预测
重点号码看好 1、3、8，奇偶

比例关注4∶3，大小比例关注3∶
4，定位重点关注号码：一位 1、
5，二位3、6，三位2、8，四位1、3，
五位3、5，六位0、7，七位2、3。

22选5第180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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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0，
可杀号 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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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3、05、06、
09、10、12、13、14、16、19、20。

大乐透第18020期预测
推荐“9+3”：02、07、11、14、

17、20、21、26、33+03、05、11。

排列3第18044期预测
百位：0、6、8。十位：1、4、

5。个位：4、7、8。 夏加其

每注金额
24485元

50元
5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8043期中奖号码
6 7 9 15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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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6450元，中奖
总金额为206588元。

中奖注数
3注

305注
5298注
214注
324注
25注

150466元
2303元
447元
200元
50元
10元
5元

福彩“七乐彩”开奖公告

一等奖（7+0）
二等奖（6+1）
三等奖（6+0）
四等奖（5+1）
五等奖（5+0）
六等奖（4+1）
七等奖（4+0）

中奖结果

中奖号码

奖级
每注
金额

第2018019期

全国
中奖注数

6注
56注

576注
2097注

14040注
25543注

128126注

全省
中奖注数

0注
1注

14注
59注

407注
763注

3825注

05 11 13 18 26 27 28 06

联网销售超级大乐透开奖公告

奖 级
一等奖

一等奖（追加）
二等奖

二等奖（追加）
三等奖

三等奖（追加）
四等奖

四等奖（追加）
五等奖

五等奖（追加）
六等奖

全国中奖注数
1注
0注

42注
12注

590注
193注

21902注
8197注

440606注
157240注

4441025注

单注金额
10000000元

0元
250933元
150559元

6802元
4081元
200元
100元
10元
5元
5元

第 18019期
中奖号码：10 11 19 21 28 05 12

本期投注总额为 206501821元,4865933980.43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80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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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5730元。

中奖注数
1476注

0注
1178注

中奖号码：5 2 7
“排列3”、“排列5”第180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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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48注
0注

9256注

1040元
346元
173元
10万元排列5 75注

079
07904

排列3投注总额15856402元；排列
5投注总额10605654元。

今日竞彩重点赛事投注推荐
日期

“二串一”玩法

2/13
（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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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巴塞尔VS曼彻斯特城

011尤文图斯VS托特纳姆热刺

推荐

负

平

百元可中奖

360元

周二竞彩强档推荐

狭路相逢 尤文主场迎战热刺
□记者 吴佩锷

周三凌晨万众期待的欧罗
巴联赛三十二强淘汰赛将重燃
战火。

由于塞尔维亚联赛的冬歇
期还没完结，贝尔格莱德红星
近期只能进行热身赛以保持竞
技状态。近5轮热身赛中，塞

尔维亚交出3平1负1胜的惨
淡战绩，每场均有失球，可见其
球员状态还没恢复到最佳水
平，此役迎战中央陆军，贝尔格
莱德红星必须谨慎处理。

与主队的4战不胜相比，
莫斯科中央陆军则处于热身赛

7轮不败节奏。其中近两轮面
对西班牙队伍托瑞维尔与艾尔
切更是有疯狂打进10球的表
现，其进攻端状态可谓相当火
热。本轮带着良好心态出征红
星体育场，中央陆军誓要杀对
方一个措手不及。

核心提示 | 本周二，
竞彩开售11场比赛，赛事
精彩纷呈。其中，欧冠16
强淘汰赛正式拉开帷幕，有
两场比赛值得彩民们关注，
分别是尤文图斯主场迎战
托特纳姆热刺、英超领头羊
曼彻斯特城客场挑战巴塞
尔。此外，欧罗巴联赛32
强淘汰赛、亚冠小组赛等也
不容错过。

周二凌晨欧冠16强淘汰
赛将拉开帷幕，意甲班霸尤文
图斯将在主场迎战英超劲旅托
特纳姆热刺。

近年，尤文图斯一直统治
着意甲联赛，令其他球队只能
是望尘莫及。他们并不甘心在
本土战场称王，欧冠桂冠才是
目标所在。最近3个赛季他们
两进欧冠决赛都被西甲球队击
败，很明显，他们与欧洲超级豪

门相比还是存在差距。
最近，尤文图斯本土作战

已豪取11连胜，16场比赛保持
不败，发挥极为稳定。此次，他
们主场迎战托特纳姆热刺，双
方近年在欧冠并没有什么交
集，只是在国冠杯、球会热身赛
有过碰面，但这些成绩完全不
能做参考。

热刺在阿根廷人波切蒂诺
带领之下，已成为英超准强

队，上周伦敦德比，主场1∶0小
胜阿森纳。

近期，热刺也在各项赛事
12 战不败，两队近况不相伯
仲。经验丰富会是尤文图斯制
胜的一大法宝，但正所谓拳怕
少壮，热刺如能全身而退也不
足为奇。

此役，是两队交锋的首回
合，双方在试探之下，估计会比
较谨慎一点，平局当是首选。

近况不相伯仲，尤文对战热刺

实力碾压，曼城有望反客为主

周三凌晨欧冠淘汰赛，巴
塞尔与曼城上演对决。

巴塞尔本赛季联赛控制力
有所下滑，联赛21轮战罢，仅
排在积分榜第2位，不但失去
榜首位置，更落后领头羊年青
人5分。

如今巴塞尔估计会为重夺
榜首而努力，毕竟在欧冠抽到
曼城后，他们都基本料到结果，
即使全主力奋战曼城恐怕也是
以卵击石。

加上本轮对手曼联输球，
曼城在英超已经领先曼联16

分之多，联赛冠军基本手到擒
来，所以现时球队能将重心转
到欧冠之中。而曼城在十六强
签运不错，成功避开皇马、巴
萨、拜仁等劲旅而抽到巴塞尔，
鉴于双方实力差距，曼城有望
轻松拿下对手。

锋线火热，莫斯科中央陆军或再奏凯歌

1月26日，重庆体彩大乐透
第18002期648万大奖得主吴
先生现身领奖。他将这份运气
归结为自己热衷公益的回报，并
现场捐赠8万元支持公益事业。

“种下善因，早晚会有好
报，我也没想到自己能在做公益
的路上中得头奖，这或许就是天
意吧。”令人意外的是，谈及此次
中奖，坐在兑奖大厅内的吴先生
脸上并未露出太多喜色，只是淡
淡地说道。

据了解，吴先生今年30岁，
在一家科技公司上班。1月 3
日，吴先生去参加扶贫活动，当
天吃过晚饭后，吴先生路过一家
体彩网点，便走进去机选了1注
体彩大乐透。“当时还差点错过
这个头奖，我吃过饭都接近八点
了，以为会错过投注时间，结果

在七点五十五分碰到了一家体
彩网点，这才赶上了中奖的‘末
班车’。”吴先生回想起自己的中
奖经历，直言幸运。

而吴先生的幸运并非止于
此，他还表示，自己的这张彩票
差点“洗没了”！他的这张中奖
彩票是他老婆洗衣服的时候才
发现的，拿到体彩网点去兑奖才
发现中奖了，而这离他中奖已有
20余天的时间。在兑奖期间，
吴先生找到体彩工作人员，表示
要捐助8万元用于公益事业。

当被问及原因，吴先生表示
自己是为了“初心”。“我一不研
究，二投入不大，就没指望过2
元的机选彩票能中头奖，我买体
彩大乐透其实就是为了我的那
份初心：尽自己的微薄之力，为
社会做点贡献！” 河体

结合往期的开奖结果和实
战购彩经验，也可轻松选择号
码，投注大乐透。现总结了四
条选号经验，希望对大家选号
有所帮助。

历史拷贝法：从以往奖号
中，选几期号码进行新一期投
注，或者根据近期中奖号码的

表现稍作改动进行投注。
冷热中和法：近期热号根

据出现频数排序，择优选出不
冷不热号码纳入选号范围，进
行组合投注。

反复放弃法：选定一注号
码，全部放弃，再在剩余号码中
选定一注，再放弃，如此连续两

三次后，最后从剩余不多的号
码中选出几注进行投注。

专选冷号法：将热号排除，
将冷号按程度进行排序，然后
将这些冷号在上一期出现的号
码再排除出去，即构成几注全
新的冷号组合，可以进行连续
几期的固定投注。

中大乐透头奖不忘做公益

男子领648万奖金
现场捐8万

投注交流

“选号四法”轻松投注大乐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