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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028期

本期全国销售总额：10922228元，6769445.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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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1 9 8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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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注
163注

1835注
24200注

275182注

单注金额
---

220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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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64528元，本省中奖总金额：
11826599元。

红色球

16
蓝色球

03 08 11 14 18 23

第2018028期

全国
中奖注数

全省
中奖注数

7676997元
106471元

3000元
200元
10元
5元

7注
220注

1869注
82708注

1493643注
8341565注

1注
2注

107注
4095注

66310注
426712注

每注金额
32734元

50元
5元

51元
255元

2029元

第2018065期中奖号码
3 5 7 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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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7112元，中奖
总金额为616092元。

中奖注数
8注

629注
10631注

703注
495注
53注

七星彩第180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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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二位3、4，三位2、7，四位1、8，
五位4、5，六位3、8，七位0、5。

22选5第18066期预测
大小比例关注3∶2，奇偶比

例关注2∶3，重点号关注04、12、
17，可杀号 03、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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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
05 07 08 11 12 14 15 17 20
22。

排列3第18066期预测
百位：2、4、7。十位：0、3、

5。个位：1、4、9。
夏加其

专家荐号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80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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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2008元。

中奖注数
302注
442注

0注

中奖号码：848
“排列3”、“排列5”第180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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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11注
0注

12427注

1040元
346元
173元
10万元排列5 26注

238

23896
排列3投注总额14654902元；排列

5投注总额10474642元。

今日竞彩重点赛事投注推荐
日期

“二串一”玩法

3/14（周三）

胜平负游戏单固玩法

3/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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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济州联VS广州恒大

015尤文图斯VS亚特兰大

016巴塞罗那VS切尔西

推荐

负

胜

胜

百元可中奖

279元

133元

济州联前3轮亚冠小组赛
1胜2负，排名暂列G组积分榜
末席，球队新赛季前两轮联赛
主平首尔FC、客负庆南，两场
比赛一球未进，他们过去亚冠
对阵中超球队1胜4负，其中主
场两战皆败。

广州恒大前3轮亚冠小组
赛1胜2平，上轮主场5∶2逆转

济州联的胜利让其排名登上G
组首位。上周五中超，广州恒
大主场5球大胜长春亚泰，取
得新赛季联赛首胜，最近4场
比赛狂轰18球，称得上是近期
中超乃至亚洲赛场上进攻端火
力最凶猛的球队，其中两名外
援高拉特和阿兰在赛季开始后
的6场正式比赛中分别打进9

球和7球。目前G组的积分形
势非常胶着，恒大虽然暂时排
名小组第一，但如果本轮客场
输球，很有可能会滑落到倒数
第一。对于状态渐有步入正轨
迹象的广州恒大来说，周三做
客济州岛，是一场容不得失利
的比赛，竞彩首选博客胜。

另外一场比赛，巴塞罗那
上周末做客2∶0轻取马拉加，
继续在争冠道路上稳步前进，
他们本赛季28轮不败，超越皇
马之前单赛季27轮不败的记
录。切尔西上周末主场2∶1小
胜水晶宫，止住此前的连败步
伐。

双方首回合1∶1战平，对
巴塞罗那来说稍微有利，但首
回合切尔西几乎全场压制巴萨
让人意外，此前四次交手他们
也全部收获平局，巴萨主场要
想大胜估计也不容易。

3 月 12 日 ，大 乐 透 第
18028期开奖，全国中出的1注
1000万元头奖，被河南彩民收
入囊中，这也是我省戊戌狗年
中出的首个大乐透头奖。据了
解，中奖彩票出自信阳市平桥
区中心大道烟草局旁的体彩
030236 网点，彩票为多人合
买，单票擒奖1016万元。3月

13日一早，中奖彩民们便火速
赶到省体彩中心，欢快地分享
了他们的购彩经历。

“坚持了一个月的合买，终
于让我们抓了条‘大鱼’。”彩民
代表王先生告诉记者，帮助他
们擒获大奖的是一张“10+2”
复式票，“我是大乐透的忠实彩
民，基本上期期买，而且平时我
们都跟着网点业主打票，她选
好号码，然后组织合买。当天
晚上开奖，微信合买群就炸了
锅，兴奋得我一夜都没睡好。”

体彩030236网点业主薛
女士回忆起当晚的情景仍然历
历在目，“这注中奖号码是我跟
一位老彩民研究出来的，前区
我选了3个号，他选了7个号，
然后我又定了两个后区号码，
这才组成了这注幸运数字。当
天晚上，另一位合买彩民通知
我中奖了，一开始都不敢相信，
反复看了好几遍才确定。”薛女
士开心地说，“这次组织合买有
一个多月，前期陆陆续续走了

一部分彩民，就这次中奖的彩
民一直坚持了下来，才收获如
今的好运。”

坐在一旁的彩民王先生
说：“要不是业主在后区两个画
龙点睛般的号码，估计今天这
注大奖就不是我们的了。虽然
这次业主投入不多，但是我们
几个商量回去后多分一部分奖
金给业主，大家共同分享这份
幸运。”

据省体彩中心工作人员
说，本期中奖彩票因为是“10+
2”复式投注，除了 1 注一等
奖，还有三等奖25注、四等奖
100注和若干小奖，单票中奖
金额1016万元。不过遗憾的
是，由于彩民们并未进行追加
投注，错失了600万元的追加
奖金。

本期开奖后，大乐透奖池
金额略有上升，继续刷新历史
纪录，将有 51.25 亿元奖池金
额滚入今晚开奖的第 18029
期。

戊戌狗年我省首个大乐透头奖诞生啦

信阳彩民领走千万元大奖
□记者 吴佩锷

中奖彩票 省体彩中心供图

竞彩普及日周三强档

恒大做客凶猛 巴萨大胜不易
□记者 吴佩锷

济源彩民刮“戊戌狗”彩票
喜中金条一根

福彩刮刮乐送金猴吊坠、空
调、红包活动刚刚结束，又放大
招，千足金金条说送就送。2月
6日至3月16日，河南福彩举行
即开票“戊戌狗”回馈活动，刮出

“金条”标志，即可获得千足金金
条1根；单张中100元，可额外
获得100元即开票。

3月5日，济源彩民杜先生
来到承留 41160014 号福彩投
注站，随意购买了几张十分喜庆
的“戊戌狗”系列刮刮乐，当即刮
了起来，在刮到“禄”字票面第十
局的时候，出现了有着“戊戌纳
福”字样的金条，一举中得千足
金金条一根！

3月7日上午，杜先生一脸
兴奋地走进了济源募捐办，在
办理完兑奖手续之后，开心地
跟工作人员交谈了起来：“咱福
彩就是不赖，中奖送金条感觉
比送钱还让人高兴！以后我还
要多买福彩，争取再中几个大
奖，也能给咱福彩的公益多做
点贡献。”

据了解，福彩“戊戌狗”系列
即开票共3个面值7款票面，每
款票面都描绘了不同形象的生

肖狗，有的俏皮灵动，有的憨态
可掬。

戊戌狗-金狗银狗：面值5
元，最高奖金10万元。有金色、
银色两个票面，红色背景映衬着

“吉祥如意”图章纹样，传递着浓
厚的喜气与福气。

戊戌狗-旺旺年：面值 10
元，最高奖金25万元。设计风
格轻松活泼，一群活泼可爱的小
狗在奋力地朝着红包赛跑，寓意
在新的一年中勇争第一。

戊戌狗-福禄寿喜：面值20
元，最高奖金100万元。设计风
格喜庆吉祥，四款票面搭的四种
不同形态的剪纸狗，其形象活灵
活现，将剪纸艺术的魅力展现得
淋漓尽致。“福”“禄”“寿”“喜”包
含着中国人祈求的各种美好愿
望。而杜先生购买的彩票正是
其中的“禄”字彩票，真的是十分
幸运！

目前，河南福彩“戊戌狗”送
金条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全省
范围内的刮刮乐卖场活动也在
进行中，赶紧行动起来，趁着春
节的喜庆，收获更多惊喜与好运
吧！ 豫福

福彩刮刮乐
2018年第9周大奖公告

2018年第9周全省兑付刮
刮乐奖金1074万元。其中兑
付30万元大奖2个，20万元大
奖1个，10万元大奖2个，5万
元大奖1个，3万元大奖3个，

9998元大奖1个和9990元大
奖1个。

本周所有面值彩票均有奖
项兑出。根据本周奖金兑付情
况分析戊戌狗、五福临门、擂台

赛、百发百中、好运十倍及争分
夺秒等热点彩票易中出。

福彩刮刮乐返奖率65%，
中奖面宽，即开即兑，欢迎购
买。 豫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