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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注金额
20895元

50元
5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8102期中奖号码
5 10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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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7698元，中奖
总金额为357920元。

中奖注数
3注

388注
5758注
326注
292注
1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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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08136 元，本省中奖总金额：
5041872元。

红色球

06
蓝色球

05 09 12 17 27 30

第2018044期

全国
中奖注数

全省
中奖注数

5550276元
23534元

3000元
200元

10元
5元

22注
643注

3367注
140832注

2082241注
10521984注

0注
18注

103注
5518注

87443注
466246注

“排列3”、“排列5”第181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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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87注
0注

11385注

1040元
346元
173元

10万元排列5 24注

938
93833

排列3投注总额16228650元；排列
5投注总额10609528元。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81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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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4156元。

中奖注数
518注

0注
1035注

中奖号码：573

徐新格

福彩3D第18103期预测

比较看好1、6、8有号，重点
可关注百位或十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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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7、
056、067、126、128、146、147、

148、156、158、239、256、258、
267、346、347、348、349、356、
358、366、367。

双色球第18045期预测

红色球试荐：03、07、08、11、
14、18、20、22、23、24、26、31、32。

蓝色球试荐：04、05、06、14、
16。

22选5第18103期预测

大小比例关注3∶2，奇偶比
例关注2∶3，重点号关注07、15、
20，可杀号 02、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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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10、12、13、14、15、17、18、
20。

排列3第18103期预测

百位：2、6、9。十位：1、5、
7。个位：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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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周五）

胜平负游戏单固玩法

4/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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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墨尔本城VS布里斯班狮吼

032堪萨斯城竞技VS温哥华白帽

022门兴格拉德巴赫VS沃尔夫斯堡

推荐

胜

胜

胜

百元可中奖

215元

173元

旅游到开封 意外获好运
滑县彩民喜领刮刮乐12万元奖金

周五竞彩强档推荐

技高一筹 墨尔本城或主场称雄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吴佩锷

4月18日，体彩大乐透迎
来“6亿元大派奖”的第4期开
奖，第18044期前区开出号码
02、04、06、18、21，后区开出
号码05、08。

本期全国中出2注头奖，
其中，1注 2215 万元（含 615
万余元派奖奖金）为追加投注
头奖，1注为1384万余元（含
384万余元派奖奖金）基本投
注头奖。两注头奖全部出自
湖北。

数据显示，湖北中出的2
注头奖分落十堰和鄂州。十

堰中出的2215万元头奖出自
一张10+3复式追加票，加上
各级小奖，单票擒奖2267万
元。鄂州中出的1384万元头
奖出自一张5注10元投入的
单式票。

对比中可见，由于采用了
追加投注，十堰这位幸运儿在
头奖方面，要多拿了830万元
（含230万元追加派奖奖金）追
加奖金，从而使得单个头奖奖
金达到了2215万元。

奖号方面，前区 02、04、
06、18、21分布靠前，整体号码

偏小。最小号码开出02；0号
段上还开出了04、06；06复制
上期（第18043期）奖号；1号
段上开出 18；最大号码开出
21。

后区开出05、08，其中05
为隔期开出号码。最近5期，
后区奖号的大小号码数量比
为5比5。

本期开奖结束后，奖池方
面，52.68亿元滚存至4月 21
日（周六）开奖的第18045期，
这一水位较上期微涨，继续处
在历史高位。 河体

堪萨斯城竞技上轮主场
被西雅图海湾人逼平，没能取
得三连胜，但前7轮却也取得
了4胜2平1负的优异战绩，积
14分继续高居西区榜首。

本周六，堪萨斯城竞技主
场迎战积10分排名西区第3

位的温哥华白帽，自去年8月
在美冠杯交手以来，堪萨斯城
竞技已经连续4次负于温哥华
白帽，但此番再战，堪萨斯城
竞技状态明显强于温哥华白
帽，主场拿分值得看好。

最近，温哥华白帽遭遇两

连败，先前在客场1比2负于
皇家盐湖城。此外，本赛季战
罢的4个联赛客场，温哥华白
帽2胜2负同样没有平局。

综合来看，客队有很强的
拒平特质，两队往绩也平局甚
少，双方有望继续分出胜负。

“真是太幸运了，竟然中了
12万。”近日，在开封市福彩中
心，彩民赵女士见到工作人员
兴奋地说。原来，她玩福彩刮
刮乐“发奖金”中了大奖，喜悦
之情溢于言表。

据了解，4月8日，赵女士
一家人来开封旅游，玩了一天
准备坐火车回滑县，在火车站
附近，趁着等车的时间来到位
于开封市禹王台区新门关街5
号楼 2 号的 41020074 投注
站，买了一张“发奖金”的即开
型彩票。刚刮开图层，旁边的

儿子小声地凑到母亲身旁。
“妈妈，中奖了，中奖了。”赵女
士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连声
问：“真的吗？真的吗？”

随即，投注站业主葛先
生，接过这张彩票，仔细地辨
认。“恭喜你，中了一等奖，12
万，可以到市福彩中心兑
奖啦”。投注站瞬间沸腾了，
大家都用羡慕的眼光看着这
娘俩，赵女士顿时觉得有些不
好意思，付了钱就离开了投注
站。

就在赵女士离开后，投注

站业主葛先生向开封市福彩
中心打电话报喜，他的投注站
中出了12万元大奖。

近日，赵女士在众人的期
待中现身领奖。当工作人员
问其为什么等了那么多天才
来兑奖？赵女士笑着说，当天
因为有急事，就直接回滑县家
里了。至于奖金的安排，她表
示，当然要让它用在最有用的
地方，“不过，今后我还会继续
关注福利彩票，争取下一次收
获更多好运！”

豫福

奖池52.68亿元

大乐透再爆2注头奖

核心提示 | 本周五，
竞彩共开售33场赛事。周
五傍晚，澳大利亚超级联赛
展开季后赛首场赛事，墨尔
本城主场迎战布里斯班狮
吼，两队近年交锋虽互有胜
负，不过排名靠前的墨尔本
城还是技高一筹。此外，堪
萨斯城竞技VS温哥华白
帽、门兴格拉德巴赫VS沃
尔夫斯堡等也值得关注。

“走近双色球”
河南彩民现场看开奖

主场作战，墨尔本城力争取胜

周五傍晚，澳大利亚超级
联赛展开季后赛第一场赛事，
墨尔本城在赛季收官阶段曾
豪取一波三连胜，但上轮爆冷
负于威灵顿凤凰，结束了球队
近期不败势头。

墨尔本城在常规赛阶段
排名联赛第三，本赛季他们主

场取得7胜2平5负战绩，表现
还算是中规中矩。球队要想
在季后赛突围，甚至加冕冠
军，必须依靠主场拿下对手。

布里斯班狮吼原本还在
积分榜下游位置，但季末的爆
发，令他们跻身到季后赛。球
队最近6场比赛取得4胜1平

1负佳绩。本赛季两队已经交
锋3次，布里斯班狮吼1胜2负
落于下风，本战做客球队取胜
难度不小。

两队最近5次交锋，墨尔
本城仅一败，而且本赛季2次
击败过对手，心理上明显占
优，看好墨尔本城主场称雄。

状态良好，堪萨斯城竞技值得期待

4月初，河南彩民代表团参
加“走近双色球”活动，相聚在
双色球开奖现场，共同见证开
奖，见证公益。

“参加福彩工作多年来，以
彩民的身份第一次有机会来到
现场看开奖，这对于我来说有
着特殊的意义。对于我今后工
作的开展有着积极的影响。”河
南代表团负责人，福彩工作人
员吴先生说。

对于现场看开奖，鹤壁投
注站业主孙先生则有不同感

触，他2007年加入福彩队伍时
20 多岁，已有十多年的时间
了。“刚开始经营投注站时，销
量特别差，急得不知所措，从那
时起，我就开始钻研彩票，研究
号码等，后来能清晰地向彩民
讲解彩票知识，甚至还会推荐
号码，久而久之来店里的彩民
越来越多。后来，我还组织一
些促销活动，增强了彩民的购
买兴趣。”孙先生说，这次现场
看开奖，收获很多，以后将为彩
民提供更好的服务。 豫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