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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荐号

徐新格

福彩3D第18051期预测
比较看好3、6、8有号，重点

可关注百位或十位。
四六分解式推荐：3689——

0124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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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定位组选试荐：018、036、
038、058、078、118、128、136、

146、149、158、167、169、188、
236、239、256、259、269、336、
346、348、356、 366、367、458、
467。

双色球第18022期预测
红色球试荐：03、04、08、09、

12、14、15、19、22、23、26、29、30、
31。蓝色球试荐：03、13、10、08、
05、15。

七星彩第18022期预测
重点号码看好 2、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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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二位3、9，三位2、3，四位2、7，
五位3、9，六位2、5，七位2、3。

22选5第18051期预测
大小比例关注2∶3，奇偶比例

关注2∶3，重点号关注03、10、18，
可杀号 09、22；本期可能出现一

组二连号，热点区间关注一区，
推荐一个小复式：02 03 04 05
08 10 12 13 15 18 20 21。

大乐透第18023期预测
推荐“9+3”：02、07、12、14、

21、25、26、29、33 +03 08 10。

排列3第18051期预测
百位：1、3、6。十位：3、4、

9。个位：2、4、7。 夏加其

每注金额
0元

50元
5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8050期中奖号码
6 8 9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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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9930元，中奖
总金额为105976元。

中奖注数
0注

302注
6055注
288注
208注
15注

424565元
12996元
14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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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22期

全国
中奖注数

3注
14注

258注
846注

8749注
14960注
93492注

全省
中奖注数

0注
0注
4注

25注
251注
480注

2844注

07 09 14 19 26 29 30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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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注
0注

43注
12注

503注
138注

25204注
8621注

494801注
168044注

5045083注

单注金额
---
---

223044元
133826元

7433元
4459元
200元
100元
10元
5元
5元

第 18022期
中奖号码：02 10 19 33 35 05 06

本期投注总额为 202288216元,4988506161.93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80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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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3570元。

中奖注数
1002注

0注
1450注

中奖号码：8 7 5
“排列3”、“排列5”第180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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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38注
0注

6513注

1040元
346元
173元
10万元排列5 57注

780
78023

排列3投注总额13973254元；排列
5投注总额10327184元。

彩票装烟盒被扔，小孙子无意捡回

新乡彩民险错失
大乐透大奖

今日竞彩重点赛事投注推荐
日期

“二串一”玩法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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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西班牙人 VS 皇家马德里

012赫罗纳 VS 维戈塞尔塔

推荐

负

负

百元可中奖

380元

□记者 吴佩锷 通讯员 杨慧

现实生活中，有不少彩民因
为粗心大意或其他原因将彩票
遗失，虽然知道中了奖，但苦于
没有凭证而无法兑奖。而在我
省新乡市，有一位彩民相比之下
就要幸运很多，几经周折彩票失
而复得，并在春节长假结束后领
取了奖金。

2月22日，省体彩中心新乡
分中心迎来了兑奖者王先生。
说起从知道中奖，到来兑奖这段
经过，可真的是充满戏剧性。王
先生告诉记者，他平时就喜欢大
乐透，也时常投注，每次投入不
超过50元，零钱多时多投些，零
钱少时就少投些。“这张中奖彩
票是腊月十四买的，为大乐透第
18014期。那天去买烟找回10
元零钱，于是就投了3注追加大
乐透。我买大乐透早就养成了
追加投注的习惯，这是一个很有

特色的投注方式。”
由于临近春节，王先生忙于

单位和家务事，这张中奖彩票就
一直放在了烟盒里，直到大年三
十儿晚上，他与家人聊天时，才
想起来有张大乐透彩票还没核
对是否中了奖。“我赶紧翻箱倒
柜找彩票，印象里觉得烟盒是扔
掉了，没想到是小孙子捡起来放
在玩具筐里了。感觉好幸运，这
张彩票还真中奖了而且是三等
奖追加。今天新年上班第一天
我就带着证件和彩票来兑奖了，
合计中奖金额17368元。”

看着这张彩票上还标注着
“感谢您为公益事业贡献3.24
元”，王先生兴奋地说：“做善事
是有回报的，这次能找回彩票不
正验证了这句话嘛！以后还会
继续购买大乐透，支持体彩公益
事业。”

周二竞彩强档推荐

实力差距大 皇马欲反客为主

实力碾压，皇马客胜无悬念

西班牙人上轮做客战平拉
科鲁尼亚，门将迭戈·洛佩斯比
赛中扑出对手点球，目前球队
在联赛中遭遇4连平，并且也
已经是7轮不胜（5平2负），这
也是主教练弗洛雷斯个人执教
生涯中联赛不胜最长的一次，
此前他最多只有6轮不胜。

中场马尔科·罗卡因发高
烧缺席了比赛，他也是球队目

前唯一的伤病员。
皇家马德里上轮4∶0击败

了阿拉维斯，BBC组合打入四
球，这也是时隔两年后3人在
比赛中同时进球，其中C·罗梅
开二度，西甲进球也突破300
个，本泽马则贡献了1球2助
攻。皇家马德里近期在各项赛
事取得了5连胜，并且场均至
少打入3球。

后卫拉莫斯结束停赛回
归，后卫马塞洛、中场莫德里
奇、克罗斯都因伤缺席了上轮
比赛，预计将继续缺阵，防线小
将瓦莱霍养伤。

本赛季首循环，皇马主场
2∶0取胜，目前皇马对西班牙
人保持11连胜，近24次交锋
则是取得20胜4平，客胜没有
悬念。

近况低迷，雷丁主场难胜

雷丁在上轮主场3∶3战平
德比郡，取得联赛两连平，连续
4轮不胜。因租借条款限制，
上轮无法出场的前锋克里斯·
马丁周中可以披挂；中场斯威
夫特伤愈复出，但后卫马克沙
恩、奥比塔、前锋门德斯、中场
哈里奥特和奎因等将继续因病

不能出战。
谢菲尔德联上轮联赛客场

0∶1不敌赫尔城，连足总杯在
内遭遇客场3连败，球队目前
落后附加赛区域2分。

前锋威尔逊、中场里基·霍
姆斯和大卫·布鲁克斯都因伤
错过上轮联赛，周中复出的可

能性也不大，不过其余球员均
可披挂。

雷丁近况低迷，进入2018
年5个主场输了3场，唯一胜仗
是在足总杯对英乙的斯蒂文尼
奇取得的。谢菲尔德联客场胜
率虽然不算很高，但近期状态
尚可，可博客队不败。

客战能力强，维戈塞尔塔可看好

赫罗纳上轮做客1∶6惨败
于巴萨，遭遇了本赛季最大败
仗，不过联赛主场目前保持4
连胜，前锋波尔图比赛中曾先
入一球，个人联赛进球数也达
到了10个。头号射手斯图亚
尼上轮没有出场令人意外，中
场佩雷·庞斯已伤愈回归，目前
球队没有伤停困扰。

维戈塞尔塔上轮2∶0击败
埃瓦尔，取得了近4轮首胜，两

名前锋阿斯帕斯、马克西·戈麦
斯分别进球，其中阿斯帕斯本
赛季已经打入16球，位列本土
射手榜第一，近期媒体爆出阿
斯帕斯对于目前的薪水不满，
不过他本人给予了否认。后卫
卡布拉尔累积 5黄本轮将停
赛，另外一名后卫丰塔斯因伤
将休战三周左右，中场洛博茨
卡续约到2023年。

两队在首个循环赛的交

锋中战成了3∶3，过程跌宕起
伏，过往在乙级的交锋中维戈
塞尔塔5胜1平2负占据一定
优势。

赫罗纳近期在主场取得4
连胜的过程中，击败的对手实
力都不是很强，而维戈塞尔塔
本赛季做客成绩排名第六，客
场能力不弱，客场进球更是仅
次于皇马和巴萨，本场倾向客
队拿分。

河南体彩“顶呱刮”

万元以上大奖每周战报
河南体彩上周（2018年2

月19日~2018年2月25日）中
出万元以上“顶呱刮”大奖共2

个，其中：1万元~5万元：1个；
25万元：1个。

目前热销票种：天降财神

（面值30元）；发发发（面值20
元）；十二生肖（面值10元）、冰
雪极限（面值5元）。 河体

核心提示 | 本周二，
竞彩共开售19场比赛。其
中，西甲常规赛第26轮迎
来一场比较有看点的比赛
——西班牙人VS皇家马
德里，面对主队7轮不胜的
糟糕战绩，皇家马德里此役
势在必得。除此之外，英冠
的雷丁VS谢菲尔德联，西
甲的赫罗纳VS维戈塞尔
塔，均值得彩民关注。

□记者 吴佩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