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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注金额
20361元

50元
5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8120期中奖号码
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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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7040元，中奖
总金额为197798元。

中奖注数
3注

418注
5932注
619注
239注
24注

3603804 元
19014 元
2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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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52期

全国
中奖注数

1 注
14 注

193 注
665 注

6943 注
13812 注
87815 注

全省
中奖注数

0 注
0 注

11 注
12 注

348 注
370 注

3368 注

06 14 16 19 22 23 30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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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注
4注
3注
3注

95注
45注

875注
503注

36340注
22842注
22842注

654101注
405322注
405322注

5928321注
3622885注

单注金额
8985806元
3275862元
5391483元
1965517元
103357元
62014元
4167元
2500元
200元
100元
100元
10元
5元
5元
5元
5元

第 18052期
中奖号码：05 16 18 19 25 02 07

本期投注总额为 240438756 元,5447819442.24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81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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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0974元。

中奖注数
899注

0注
1041注

中奖号码：4 9 8
“排列3”、“排列5”第181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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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40注
4417注

0注

1040元
346元
173元

10万元排列5 66注

442
44275

排列3投注总额15182454元；排列
5投注总额9909886元。

专家荐号

徐新格

福彩3D第18121期预测
比较看好2、5、7出一个，四

六 分 解 式 推 荐 ：1257——
0346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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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5、047、
056、058、067、078、136、138、
139、146、148、149、168、169、

189、236、238、239、246、248、
249、356、358、359、367、378、
447、458。

双色球第18052期预测
红色球试荐：03、04、07、10、

14、15、20、21、23、25、26、29、30。
蓝色球试荐：03、05、10、12、

16。

七星彩第18052期预测
重点号码看好1、6、7，奇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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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选5第18121期预测
大小比例关注2∶3，奇偶比

例关注3∶2，重点号关注07、10、
13，可杀号11、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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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 10 12 13 15 17 20。

大乐透第18053期预测
推荐“9+3”：01、08、11、14、

20、22、27、30、34 +01 04 09。

排列3第18121期预测
百位：0、5、6。十位：2、6、

7。个位：1、5、8。 夏加其

今日竞彩重点赛事投注推荐
日期

“二串一”玩法

5/8（周二）

胜平负游戏单固玩法

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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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5斯旺西 VS 南安普敦

011米内罗竞技 VS 圣洛伦索

002天津权健 VS 广州恒大

推荐

平

胜

负

百元可中奖

491元

187元

5月13日起，大乐透多一次中奖机会

6亿派奖之“乐善奖”将登场！
核心提示 | 5月13日起，体彩大乐透“6亿元大派奖”活动之——“乐善奖”派奖隆重

登场了！“乐善奖”派奖总额高达1亿元，追加投注的彩票，票面上将显示“乐善码”号码，中
奖机会多一次，欢乐多多，不容错过！

安排1亿元用于“乐善奖”派奖

“乐善奖”派奖的规则为：
自大乐透第18055期（5月12
日20：10开始销售，5月14日
开奖）起，安排1亿元用于进行
追加投注的“乐善奖”派奖。

派奖期间，在每张追加投
注的彩票票面宣传栏第一行随
机打印 1 注“5+2”大乐透号
码，即“乐善码”，作为该张彩票
的“乐善奖”开奖号码。根据票
面投注的号码与“乐善码”相符
情况确定相应的中奖资格。“乐
善奖”奖级设置和中奖条件与
大乐透游戏规则相同，奖金单
独设置。具体规则如下：

一等奖：投注号码与“乐善

码”的5个前区号码（顺序不
限，下同）和2个后区号码（顺
序不限，下同）相同，即中奖，奖
金为5000元；

二等奖：投注号码与“乐善
码”中的5个前区号码及任意1
个后区号码相同，即中奖，奖金
为1000元；

三等奖：投注号码与“乐
善码”中的5个前区号码相同
或者任意4个前区号码及2个
后区号码相同，即中奖，奖金为
500元；

四等奖：投注号码与“乐善
码”中的任意4个前区号码及
任意1个后区号码相同，或者

任意3个前区号码及2个后区
号码相同，即中奖，奖金为50
元；

五等奖：投注号码与“乐善
码”中的任意4个前区号码相
同，或者任意3个前区号码及1
个后区号码相同，或者任意2
个前区号码及2个后区号码相
同，即中奖，奖金为5元；

六等奖：投注号码与“乐善
码”中的3个前区号码相同，或
者任意1个前区号码及2个后
区号码相同，或者任意2个前
区号码及任意1个后区号码相
同，或者2个后区号码相同，即
中奖，奖金为3元。

追加投注，参与“乐善奖”派奖

根据派奖规则，总额高达
1亿元的“乐善奖”派奖，只针
对进行追加投注的彩票。也
就是说，只有进行了追加投注
的彩票，票面上才会显示“乐
善码”，参与“乐善奖”派奖。
在此提醒购彩者们，派奖期间
多获得一次中奖机会，投注时
千万不要忘了追加。

此外，“乐善奖”即买即

开，购彩者可在第一时间知道
自己中奖与否以及奖金额，不
过，“乐善奖”并非即开即兑，
需要等到当期常规开奖结束
后，方可兑奖；多期票不参与
此次“乐善奖”活动。

据了解，“乐善奖”派奖在
大乐透的派奖史上尚属首
次。今年的“6亿元大派奖”，
单独设立总额1亿元的“乐善

奖”派奖，活动更加普惠大众，
形式更接地气。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在 第
18055期“乐善奖”派奖开启的
同时，“6亿元大派奖”仍在火
热进行中。届时，2 元可中
1500 万，3 元可中 2400 万。
追加投注，中奖机会将多一
倍！好戏连台，精彩不容错
过，等你上场！ 河体

周二竞彩强档推荐

中超内战 恒大或再克权健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吴佩锷

首次参加亚冠的天津权
健不仅拿到了小组出线权，更
是中超4支参赛队中小组赛拿
分最多的球队。在上周末的
联赛中，天津权健客场凭借外
援帕托的头球1∶0绝杀重庆斯
威，拿到了近4轮联赛的首胜。

广州恒大上周末联赛在

客场0∶3爆冷大败给此前一场
未胜的升班马大连一方，中超
霸主正在经历最艰难的时
刻。所幸，两大王牌主力高拉
特和郑智都有望在周中正式
复出，中超停赛的阿兰也可以
在亚冠登场，加上联赛中被雪
藏的张琳芃和郑龙，从阵容的

完整性来说，这才是一支真正
的恒大队。今年权健和恒大
的亚冠遭遇战将成为第三场
亚冠“中国德比”。从实力对
比而言，恒大肯定还是要强于
权健。而且由于是以小组第
二的身份晋级，权健面临的赛
程是先主后客，比较不利。

双方已经非常熟悉，去年
恒大在联赛被对方双杀，今年
的第一次交手，恒大在阿兰被
罚下的情况下，由郜林抓住机
会破门，客场1∶0战胜对手。
有趣的是这3次交锋都与卡纳
瓦罗有关，而取胜的，都是卡
纳瓦罗的球队。对于亚冠淘
汰赛，恒大的队员都十分熟
悉，两回合的比赛，先客后主，
所以这场比赛，对于恒大来
说，最低要求是起码有一个客
场进球。

最美青春在基层

广西体彩林章宁
获五一劳动奖章

在广西桂平市的体彩圈子
里提起林章宁，人人都会竖起
大拇指，大家都亲切地把这位
帅气的小伙叫“小林”。2010
年，大学毕业后，小林选择回到
自己的家乡桂平，成为一名体
彩专管员，一干就是8年。小林
开朗乐观，一副热心肠，待人真
诚，做事勤快，遇事从不急躁，
总是笑容满面，因此在当地的
体彩圈里，这个晒得黝黑的小
伙子相当受欢迎。

一个冬天的夜里，下着细
雨，小林辖区的07141号投注
站销售员没有注意到打印纸的
剩余情况。夜里0时，终端机的
打印纸用完了才发现网点里已
无备用纸。由于正赶上当天夜
里有足彩售卖，很多彩民正在
等着下单，很着急。无奈之下，
销售员拨通了小林的电话。忙
碌了一天正要躺下休息的小林
听说情况后立即起床，电话里
交代销售员让彩民先填投注单
后，便披上雨衣，骑着摩托车冲
进了寒风刺骨的雨中。最终，
赶在销售截止前15分钟，小林
把打印纸从仓库送到了投注站

销售员的手里。面对销售员的
感激，小林大大咧咧地一笑了
之，没有半点责怪之意，而是反
思自己工作是否不够细致，以
后每天下网点时一定要主动询
问网点物料情况。

当别的县还在奋力追赶的
时候，小林管辖的桂平市今年
已经开始了新挑战！谈起未来
的规划，小林感觉还有很多工
作需要做。打造优势玩法，扩
大网点规模，加强宣传，强化营
销，做大做强县域市场……目
标很大，但小林的姿态很低，步
子很实，一步一个脚印，脚踏实
地做好眼前的每一项工作，解
决好网点面临的每一个问题。

4月28日，在庆祝“五一”
国际劳动节暨广西五一劳动奖
表彰大会上，林章宁荣获广西
壮族自治区总工会颁发的广西
五一劳动奖章。林章宁是万千
辛勤工作的体彩人的缩影，他
们扎根基层，默默无闻，发光发
热，用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坚守
国家公益彩票的初衷，谱写了
中国体育彩票奋进中的最美华
章。 河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