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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025期

本期全国销售总额：10465308元，3551941.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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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6 8 6 0 7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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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注

99注
1503注

20710注
249842注

单注金额
0元

567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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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25738元，本省中奖总金额：
3115997元。

红色球

14
蓝色球

04 13 16 19 21 25

第2018025期

全国
中奖注数

全省
中奖注数

10000000元
350024元

3000元
200元
10元
5元

1注
83注

700注
40970注

881488注
6414861注

0注
3注

11注
1463注

35597注
276871注

每注金额
15261元

50元
5元

40元
259元

1910元

第2018058期中奖号码
3 11 14 19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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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3876元，中奖
总金额为633217元。

中奖注数
15注

865注
13115注
1125注
473注
67注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80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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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8978元。

中奖注数
475注

0注
923注

中奖号码：723
“排列3”、“排列5”第180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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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7注
0注

12564注

1040元
346元
173元
10万元排列5 26注

497

49775
排列3投注总额14022252元；排列

5投注总额9927024元。

七星彩第18026期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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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选5第18059期预测
大小比例关注2∶3，奇偶比

例关注3∶2，重点号关注03、09、
18，可杀号14、20；本期可能出现
一组二连号，热点区间关注二
区，推荐一个小复式：02、03、05、
06、07、09、10、11、13、15、18、19。

排列3第18059期预测
百位：2、5、7。十位：0、4、

5。个位：3、4、8。
夏加其

两期头奖27注，好运彩奖金翻倍

福彩“22选5”派奖频送惊喜

专家荐号

3 月 5 日，体彩大乐透第
18025 期开奖，前区号码 07、
08、09、15、34，后区号码 07、
08。当期全国中出3注头奖，其
中，1注为1600万元（含600万
元追加奖金），落入天津幸运购
彩者之手；2注为1000万元基
本投注头奖，分落北京、湖南。

数据显示，天津中出的
1600万元出自河西区，中奖彩
票为一张5注15元投入的单式
追加票，其中1注号码击中头
奖；北京中出的1000万元头奖
出自海淀区，中奖彩票为一张

9+2复式票，投入252元，单票
擒奖 1008 万元；湖南中出的
1000万元头奖出自长沙，中奖
彩票为一张10+2复式票，投入
504 元，单票擒奖 1011 万元。
对比中可见，由于采用了追加投
注，天津彩民在头奖方面多拿了
600万元，从而使得单注奖金达
到了封顶的1600万元。

本期开奖结束后，大乐透奖
池升至50.47亿元，将滚存至3
月7日（周三）开奖的第18026
期，奖池较上期微增，继续刷新
历史最高纪录。 河体

□记者 张琛星

3月5日起，为回馈广大彩
民，河南福彩“22选5”开启200
万元大派奖活动，这也是河南
福彩2018年开展的首次派奖
活动。

自派奖活动发布开始，便
引发了广大彩民关注。截至3
月6日晚，派奖活动已开奖两
期，持续送出惊喜和好运。数
据显示，派奖首期第2018057
期开出头奖 12 注，单注奖金
21206元（含派奖奖金），喜迎

“ 开 门 红 ”；派 奖 第 二 期 第
2018058 期，头奖注数增加，
开出15注，可谓好运连连。

同时，由于派奖活动，“22

选 5”好运彩奖金也实现了翻
倍，让更多彩民得到了实惠。
第2018057期，“好运二”、“好
运三”、“好运四”奖金分别上涨
至 45 元，286 元，2296 元；第
2018058 期，则为 40 元、259
元、1910元，相比派奖前的固
定奖金23元、154元、1463元，
几乎实现了翻倍，实实在在地
回馈了彩民。

目前，“22选 5”大派奖活
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持续至3
月14日。据悉，在派奖期间，
每期派送20万元，连续派送10
期，共派送200万元。其中，头
等奖每期加入10万元，“好运
二”每期加入2万元，“好运三”
每期加入5万元，“好运四”每

期加入3万元。派奖期间，中
奖彩民除按正常比例获取奖金
外，还能均分对应奖项所加入
的派奖奖金。若当期头奖未中
出，则派奖奖金滚入下期头等
奖奖池，直到全部中出为止。

福彩“22选5”是河南省独
具特色的地方游戏，深受彩民
推崇，彩民只需从1~22个号码
中选出5个，即可投注；此外，

“好运二”、“好运三”、“好运四”
奖项，只需选出2、3、4个号码，
即可投注，且所有奖项号码均
不按位置和顺序。

“盘小好抓球，中奖更容
易”，正值派奖期间，赶紧行动
收获更多好运吧。

近期，驻马店中福在线双喜
临门，2月24日晚上9点半左右
中福在线薄山厅中出25万元大
奖；2月26日下午4点多，中福
在线金山厅也迎来了25万元大
奖。三天连中两个大奖，可谓惊
喜不断！

据了解，2月24日晚，秦先
生来到驻马店中福在线薄山厅，
像往常一样，办理了投注卡，就
找了个位置坐下。原本打算玩
了这一把就回家，到第三关时，
突然屏幕上闪现“恭喜中得累积
奖250000元”。秦先生简直惊
呆了，喊来了大厅工作人员询问
自己是不是真的中奖了。当工

作人员告知他确实中了25万元
大奖，他这才放下心来，享受这
一幸运时刻。

无独有偶，2月26日下午，
驻马店中福在线金山厅也传出
了中奖的喜讯。由于过春节，闲
暇时间较多，陈先生闲来无事，
来到中福在线金山厅打发时
间。下午4点多，陈先生玩到第
三关，屏幕上闪现了“恭喜中得
累积奖 250000 元”。陈先生
说：“以前见别人中过25万元大
奖，没想到这次自己中奖了，真
是太开心了。”

公益福彩，在传递公益的同
时，也带来快乐！ 豫福

2月 28日下午5时许，商
丘市柘城县41640550福彩投
注站传出喜讯，中出刮刮乐“点
球大战”20万元。

3月2日中奖彩民与朋友

一起领取了奖金。据了解，该
彩民当天一次性购买了8张刮
刮乐“点球大战”，在刮到第3
张时，发现猜中“进球数”，且下
方奖金显示200000元。其朋

友介绍说，刚开始还不相信中
了大奖，经反复确认才相信。

“原本想试试手气，没想到
中了奖，以后会继续支持福彩
事业。”中奖彩民说。 豫福

告别了2月的冬奥冰雪盛
宴，3月体坛马上进入世界杯的
节奏。为了让广大球迷和购彩
者提前上场感受世界杯的热烈
氛围，中国体育彩票竞彩游戏
已于昨日起开售本届世界杯赛
的冠军竞猜、冠亚军竞猜玩法，
提前为广大购彩者开通参与世
界杯的渠道，同时也为2018年
的“竞彩普及日”活动增加了新
的亮点。

冠军竞猜游戏，即竞猜本
届世界杯冠军队伍。根据世界
杯决赛阶段32支队伍，玩法共
设置32个结果选项，购彩者可

选择相应的球队进行投注，所
有选项均设置固定奖金。本届
世界杯32强中，德国、巴西、法
国、西班牙、阿根廷无疑是五大
热门，传统强队英格兰、葡萄牙
同样不可低估。竞猜世界杯冠
军时不仅要看球星阵容，还要
兼顾到赛程、士气、战术体系等
多方面因素。

冠亚军竞猜游戏，即不分
顺序竞猜本届世界杯冠亚军队
伍，也就是猜哪两支球队最终
进入决赛。按照本届世界杯的
赛制，32强中的任意两支球队
都有可能同时进决赛，理论上

有496种组合，为了方便购彩
者投注，冠亚军竞猜设置50个
选项，德国、巴西、阿根廷、西班
牙、法国、比利时、英格兰等强
队配伍组成49个固定选项；如
果购彩者预测的决赛队伍在这
49个选项之外，可选择“其他”
项，50个选项均设置固定奖金。

3月6日起，广大彩民可登
录竞彩网或赴全国任意竞彩销
售网点查询相关信息。公益体
彩，乐善人生，“世界杯年”让我
们一起期待足球盛宴的到来，
让竞猜游戏的快乐成为我们践
行公益事业的力量。 河体

为“竞彩普及日”增加亮点

竞彩开售世界杯冠军、冠亚军竞猜

今日竞彩重点赛事投注推荐
日期

“二串一”玩法

3/7（周三）

胜平负游戏单固玩法

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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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3水原三星VS上海申花

012上海上港VS蔚山现代

014托特纳姆热刺VS尤文图斯

推荐

胜

胜

胜

百元可中奖

204元

196元

热刺上周末主场2∶0轻取哈
德斯菲尔德，取得联赛三连胜
后，也趁机拉大了对身后的切尔
西的领先优势；凭借绝杀，尤文
图斯上周末做客 1∶0 险胜拉齐
奥，与领头羊那不勒斯的差距缩
小到1分。从场面看热刺占据优
势，球队也已看到一丝晋级希
望，此役坐拥主场之利的热刺势
必全力争胜。

中福在线送好运

驻马店彩民
3天收获俩大奖

重点点评

奖池50.47亿元

体彩大乐透
再开3注千万头奖

商丘福彩喜中“点球大战”20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