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Ⅰ·122018年4月17日 责编 张琛星 美编杨阳 邮箱 dd1966@163.com财经彩票

每注金额
10806元

50元
5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8099期中奖号码
2 6 9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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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8170元，中奖
总金额为196619元。

中奖注数
5注

486注
7116注

275注
211注

30注

561329元
8441元

9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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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43期

全国
中奖注数

2注
19注

348注
1020注

10757注
15967注

112324注

全省
中奖注数

0注
0注
8注

27注
349注
522注

3925注

07 18 19 21 22 24 28 02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80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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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4984元。

中奖注数
761注
487注

0注

中奖号码：9 1 9

“排列3”、“排列5”第180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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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6注
6982注

0注

1040元
346元
173元

10万元排列5 29注

332
33285

排列3投注总额16242548元；排列
5投注总额9982770元。

专家荐号

徐新格

福彩3D第18100期预测
比较看好3、6、8出一个，可

在百位或十位参考。四六分解
式推荐：1368—0245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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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7、126、
128、145、146、147、148、156、
158、167、178、236、238、239、

246、248、256、258、267、268、
269、278、336、345、346、347、
348、349、356、358。

双色球第18043期预测
红色球试荐：01、05、06、11、

13、14、15、21、23、24、25、28、30。
蓝色球试荐：04、05、06、07、

11。

七星彩第18043期预测
重点号码看好1、6、7，奇偶

比例关注4∶3，大小比例可关注
4∶3，定位重点关注号码：一位
1、5，二位4、7，三位5、6，四位1、
8，五位5、7，六位4、9，七位2、6。

22选5第18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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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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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3、04、
06、07、08、09、12、13、16、17、21。

大乐透第18044期预测
推荐“9+3”：06、10、11、16、

20、25、29、30、33+02、04、08。

排列3第18100期预测
百位：0、6、7。十位：2、3、

8。个位：0、5、6。 夏加其

今日竞彩重点赛事投注推荐
日期

“二串一”玩法

4/17（周二）

胜平负游戏单固玩法

4/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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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悉尼FC VS 上海申花

014布赖顿 VS 托特纳姆热刺

004广州恒大 VS 大阪樱花

推荐

胜

负

胜

百元可中奖

173元

144元

复式投注 洛阳男子喜领大奖
恰逢大乐透“6亿元大派奖”共揽奖金973万元
□记者 吴佩锷

核心提示 | 本周二，竞
彩共开售30场比赛，其中
亚冠、德国杯、意甲等赛事
值得关注。4 月 17 日 19
点，广州恒大主场迎战大阪
樱花，他们只需打平就可确
保小组头名而有望出线；亚
冠小组赛，上海申花是H组
唯一未尝胜绩并且已提前
出局的队伍，此役主场作战
的悉尼FC取胜问题不大。

联网销售超级大乐透开奖公告

奖 级
一等奖
派奖

一等奖（追加）
派奖
二等奖

二等奖（追加）
三等奖

三等奖（追加）
四等奖
派奖

四等奖（追加）
五等奖
派奖

五等奖（追加）
六等奖
派奖

全国中奖注数
17注
17注
10注
10注
73注
48注

1297注
931注

50354注
30777注
30777注

804841注
493492注
493492注

7516259注
4629194注

单注金额
5925049元
434782元

3555029元
260869元
113999元
68399元
2432元
1459元
200元
100元
100元
10元
5元
5元
5元
5元

第 18043期
中奖号码：03 06 13 28 33 04 11

本期投注总额为 256568992 元,5239147674.15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4月14日晚，大乐透“6亿
元大派奖”第二期（第 18042
期）开出头奖19注，单注奖金
603万元，其中16注采用追加
投注，单注总奖金 965 万余

元。其中我省洛阳购彩者击
中1注追加头奖，采用复式投
注，中奖金额高达973万元。

4月16日，中奖者洛阳张
先生来到省体彩中心，办理了
兑奖手续，并分享了他的购彩
经历。据介绍，这注中奖彩票
出自洛阳偃师市迎宾路土地
局南的 4103810031101体彩
网点。

“中奖号码是我综合其他
推荐号码后，挑选出来的。”张
先生说，他购买大乐透多年，其
间大大小小的奖也中过不少，
这么大的倒是头一个。“我特别
喜欢大乐透，基本上是期期不
落，只要有时间就去购彩。”

“当晚开奖我就知道中了
头奖，一开始还不太相信，以
为自己看错了，在网上核对好

几遍才确信，激动得我一夜没
合眼。”张先生说，因为复式投
注中奖概率大，他更偏爱这种
玩法。“这次也不例外，中奖彩
票是一张‘9+2’复式追加票。
这不又赶上大乐透派奖了吗，
我就进行了追加，反正投入也
不多，还有可能多得好几百
万，没想到真的中了头奖。”

据了解，张先生除了中得
1注头奖及追加头奖，还中得
20注三等奖及追加三等奖、60
注四等奖及追加四等奖等，再
加上派奖奖金，合计收获奖金
973万元。

对于奖金，张先生表示，
首先用于改善生活，其他的再
做打算。“真的感谢体育彩票，
以后我还会继续支持体育彩
票，支持体彩公益事业。”

中奖彩票 省体彩中心供图

广州恒大上个比赛日在
客场惜平布里兰，无缘提前从
G组出线。最后一轮主场对阵
大阪樱花，恒大只需在主场拿
到 1 分，就将以小组头名出
线。上轮停赛的郜林、古德利
本场解禁复出，但队长郑智因

累计两张黄牌停赛。
大阪樱花在G组积分榜

上仅落后恒大1分，该队近期
各项赛事豪取5连胜，而此前
因伤缺阵的中场核心清武弘
嗣连续两轮联赛替补出场，后
卫田中裕介、中场索萨和前锋

泽上龙二继续缺阵。
打平即可确保小组头名，

即使失利也未必就会出局，广
州恒大的出线形势还是不错，
但面对近期状态火热的大阪
樱花，强势不再的恒大其实并
无太大的取胜把握。

竞彩普及日周二强档推荐

申花无心恋战 恒大有惊无险

悉尼FC前 5轮小组赛1
胜2平2负，上一轮在客场取
得唯一胜利，同时保留了小组
出线的希望。上轮停赛的老
将马特·西蒙本场解禁复出。

上海申花前5轮小组赛4

平1负，是H组唯一未尝胜绩
并且已经提前出局的队伍。
这次申花出征的18人名单只
有队长莫雷诺一名外援，而中
场大将瓜林累计两张黄牌停
赛。除此之外，包括栗鹏、柏

佳俊、秦升、李帅、艾迪在内的
多名主力都将留守上海。

悉尼FC小组出线的最基
本前提是本场比赛必须取胜，
本场面对替补阵容出战的上
海申花，主胜应无悬念。

主场占优，悉尼FC取胜几无悬念
数据显示，七星彩的中奖规

律是千万分之一，那么七星彩是
真的容易中奖吗？我们不妨从
这两大特点来看：

首先，个数走势，所谓个数，
就是指一期号码中，开出几个不
重复的数字。选择号码时一个
重要的前提，个数越少，意味着
重复数越多。根据大数据统计，
七星彩开奖号码一般由3、4、5、
6、6五种个数组合构成，其出号
个数的可能性，从高到低依次是
5、6、4、7、3。所以组合投注七
星彩时，首先关注5个号码构成
的一期奖号，其次关注6个。

第二，大小分布，七星彩奖
号是从0~9之间选取，大小各

占5枚，0~4为小，5~9为大，理
论上，每一位开出大码或小码的
几率是一样的，但事实是，随着
开奖次数的增加，每一位的大小
比会出现明显偏差。

通过统计数据发现，大小比
出现最多的是4∶3和3∶4，其次
是2∶5和5∶2，所以当我们能确
定某几位号码的大小形态后，接
着我们就能确定剩下那些不确
定位置的大小形态。

此外，每期都要关注小号、
单号等，从中选出中意的号码；
千万不要忽视冷号，每期关注
1-2枚冷号；要敢于追号，在某
些位置上固定好号码，然后进行
定期投注等。 河体

关注号码特点
收获七星彩好运

出线在望，广州恒大信心满满

□记者 吴佩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