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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注金额
876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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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18095期中奖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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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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3322元，中奖
总金额为204845元。

中奖注数
6注

512注
7491注
327注
312注
23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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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04470 元，本省中奖总金额：
3572563元。

红色球

13
蓝色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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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18041期

全国
中奖注数

全省
中奖注数

9960334元
38752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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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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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3581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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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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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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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列3”、“排列5”第180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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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42注
0注

12665注

1040元
346元
173元

10万元排列5 18注

894
89429

排列3投注总额16451000元；排列
5投注总额10848826元。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80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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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9702元。

中奖注数
208注

0注
594注

中奖号码：241

徐新格

福彩3D第18096期预测

个人认为 0、4、5 出一个或
无号，如果出一个，可在十位或
个位参考。

四 六 分 解 式 推 荐 ：
0245——1367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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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7、036、037、067、126、128、

146、147、148、156、158、236、
238、239、267、268、269、278、
279、346、347、348、349、356、
358、359、447、467、477。

双色球第18042期预测

红色球试荐：04、05、08、10、
14、18、20、23、25、28、29、31。

蓝色球试荐：02、06、07、10、
11。

22选5第18096期预测

大小比例关注3∶2，奇偶比
例关注3∶2，重点号关注03、14、
19，可杀号 02、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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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4、

07、08、11、12、13、14、15、16、
19、22。

排列3第18096期预测

百位：3、5、6。十位：2、4、
9。个位：0、5、7。 夏加其

专家荐号

今日竞彩重点赛事投注推荐
日期

“二串一”玩法

4/13（周五）

胜平负游戏单固玩法

4/13（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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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5阿斯顿维拉 VS 利兹联

027赫罗纳 VS 皇家贝蒂斯

023沃尔夫斯堡 VS 奥格斯堡

推荐

胜

负

胜

百元可中奖

417元

187元

3注头奖迎接首期派奖，
河南购彩者幸运斩获1注！4
月11日晚，大乐透第18041期
开奖，全国中出3注头奖，在6
亿元大派奖活动背景下，基本
头奖单注奖金高达1277万多
元，其中1注采用追加投注，单
注总奖金更是高达2044万多
元。

当期，体彩大乐透前区开
奖号码为“01、23、25、31、33”，
后区号码“01、12”。前区开奖
号码颇为有趣，表现为1个小
号+4个大号；1个冷号+4个热
号。后区开出“01、12”一小一
大、一奇一偶的大跨度组合。

“01”复制上期开出，且最近5
期内开出3次，也是热力十足。

派奖首期，大乐透共送出
3注头奖，分落海南、河南和湖
北。其中1注为追加头奖，2注

为基本投注头奖。在派奖背景
下，3注头奖分享了本期一等
奖的1000万元派奖奖金。根
据派奖活动规则，当期基本头
奖单注奖金高达1277万多元
（1000万元基本奖金+277万
多元派奖奖金），而追加头奖单
注总奖金则高达2044万多元
（1600 万元追加封顶奖金+
444万多元派奖奖金）。

数据显示，当期唯一一注
追加头奖出自湖北襄阳，中奖
彩票是一张“8+3”复式票，共
投入504元。除中出1注追加
头奖，还中出2注追加二等奖、
15注追加三等奖、60注追加四
等奖及若干小奖，单票总奖金
高达 2145 万元；海南中出的
1277万元基本投注头奖出自
儋州，中奖彩票为一张5注10
元投入的单式票，其中1注命

中头奖；河南中出的1277万元
基本投注头奖出自洛阳，中奖
彩票为一张“7+2”复式票，共
中得一等奖 1 注、三等奖 10
注、四等奖10注，单票总奖金
1290万元。

体彩大乐透6亿大派奖活
动，在连续 20 期每期注入
1000万元用于一等奖派奖之
余，还有高达3亿元用于固定
奖（四/五/六等奖）的追加投注
派奖。第18041期中，固定奖
追加投注的派奖奖金总计高达
1462万多元。

首期派奖送出3注头奖之
后，大乐透奖池继续上涨，滚存
至 54.45 亿元，再次创下新
高。下期（18042期）一等奖将
继续送出 1000 万元派奖奖
金。目前，固定奖派奖奖金余
额为2.85亿元。 河体

福彩双色球，你买我就
送。为再次回馈彩民，4月16
日起，河南省福彩中心开启“双
色球1000万元赠票活动”。活
动期间，凡购买单张票面14元
以上（含14元）双色球彩票，即
可赠送2元机选双色球彩票1
注，赠完为止。

据了解，此次赠票活动是
今年继“22选5”、“快3”派奖活
动，河南福彩再次举行的回馈

活动，再次给予彩民朋友实实
在在的回馈与惊喜。同时，每
次双色球赠票活动，都不断为
彩民送去好运。例如双色球第
2017059期，巩义彩民张先生
在当地 41510550 福彩投注
站，购买了 20元的双色球彩
票，参与赠票活动，没想到是这
张赠票命中了二等奖，奖金2
万多元；第 2016121 期，郑州
彩民张先生在41011425投注

站参与赠票活动，当期自己选
的号码没有中奖，赠票却命中
二等奖22.5万元；此外还有平
顶山、安阳彩民等，均通过赠票
收获奖金。

好运不断，惊喜持续。河
南作为双色球大奖福地，一直
为彩民送去惊喜，4月16日下
周一，双色球赠票活动开启，一
起来收获更多好运吧！

近日，三门峡市福彩中心
特邀高级讲师宋建忠走进当地
福彩投注站组织开展了为期4
天的“快3”游戏进站小规模培
训活动，取得了预期效果。

经三门峡市福彩中心精心
组织安排，4月1日至4日，在工
作人员积极配合下，宋老师不
辞劳苦分别到灵宝市、卢氏县、
义马市、陕州区及市区7家投注
站开展进站小规模培训，手把
手传授“快3”游戏选号技巧和
营销方法。在培训现场，宋老
师带领业主及彩民进行了模拟
选号擂台赛，培训气氛活跃。
大家或认真听讲，或记录笔记，
或与老师现场交流，分享自己

的选号方法和彩站故事等，户
外培训课堂不时地吸引路过彩
民驻足聆听，也起到了很好的
宣传效果。会后大家纷纷表示
这种培训效果很好，回去后要
将学到的方法告诉彩民朋友，
提高他们的中奖机会。

培训活动以来，各投注站
的彩民玩“快3”游戏的热情高
涨，中奖率明显提高，连日来业
主们经常在微信群里、朋友圈
里晒出了彩民的中奖彩票，收
获满满。三门峡市的“快3”游
戏日销量较培训前也提升明
显，日销量增长约4倍，其中单
日最高销量达到41万元，创出
新高。 豫福

1000万 双色球开启赠票模式
4月16日开始，全省范围内送完为止
□记者 张琛星

3注头奖分享大乐透首期派奖奖金

洛阳购彩者喜获1290万元

周五竞彩强档推荐

沃尔夫斯堡全力抢分保级
□记者 吴佩锷

沃尔夫斯堡上轮客场2∶0
完胜弗赖堡，终结8轮不胜，迪
达维梅开二度，另外门将卡斯
蒂尔扑出对方点球也应记一
功。前锋迪马塔在上轮受伤退
下火线，本周能否出战尚存疑
问；吉拉沃吉停赛期满，布瓦什
奇科夫斯基、穆罕默迪和布鲁
克斯继续因伤缺阵。

奥格斯堡上轮主场1∶4大

败给拜仁慕尼黑，遭遇主场4
连败，同时将对手送上了冠军
宝座。全队表现低迷，唯一进
球来自于对方乌龙。门将希茨
决定不和球队续约，今夏将以
自由身离队。丹索和芬博阿松
一前一后两名老伤兵仍旧不能
出战。狼堡在过去两个月对阵
了拜仁、勒沃库森、霍芬海姆和
沙尔克04等多支强队，战绩不

佳情有可原。到了保级关键时
候，看好沃尔夫斯堡持续反弹
抢分。

另一场比赛，赫罗纳上轮
0∶5惨败于皇家社会，联赛3轮
不胜，两个客场丢11球，不过
近7个主场取得6胜1平。本
赛季打入11球的前锋波尔图
续约到 2022 年，中场道格拉
斯·路易斯、前锋奥伦加因伤缺
席了上轮比赛，本场比赛待定，
后卫普拉尼亚斯养伤。

贝蒂斯上轮2∶0击败埃瓦
尔，本赛季首次取得4连胜，排
名也上升到第五名，前锋塞尔
吉奥·莱昂连续两轮打入关键
球，门将阿丹进行手术，老将达
尼·希门尼斯上轮以队长身份
出场，后卫阿马特累积黄牌停
赛，前锋萨纳布里亚、后卫费达
尔是老伤员。赫罗纳近期势头
受阻，而贝蒂斯处于赛季最佳
时刻，此战支持客队不败。

河南体彩上周（2018年 4
月2日~2018年4月8日）中出
万元以上“顶呱刮”大奖共8个，
其中：1万元~5万元：4个；5万
元~10 万元：3 个；50 万元：1
个。

目前热销票种：体彩顶呱
刮十周年庆（面值20元）；体彩
顶呱刮十周年庆（面值10元）、
体彩顶呱刮十周年庆（面值5
元）。体彩“顶呱刮”，刮出精彩
生活！ 河体

河南体彩“顶呱刮”
万元以上大奖每周战报

三门峡组织开展
福彩“快3”培训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