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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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29554 元，本省中奖总金额：
4169610元。

红色球

07
蓝色球

07 09 10 12 22 26

第2018055期

全国
中奖注数

全省
中奖注数

5382270元
142257元

3000元
200元

10元
5元

39注
131注

1949注
83242注

1443369注
9857273注

0注
5注

54注
3079注

54517注
427071注

每注金额
12152元

50元
5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8128期中奖号码
6 7 8 1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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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1152元，中奖
总金额为161964元。

中奖注数
5注

325注
5244注

324注
181注

16注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81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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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9156元。

中奖注数
224注
288注

0注

中奖号码：033

七星彩第18056期预测

重点号码看好1、4、8，奇偶比
例关注3∶4，大小比例关注3∶4，
定位重点关注号码：一位1、2，二
位1、8，三位2、7，四位3、5，五位
4、5，六位1、4，七位2、6。

22选5第18129期预测

大小比例关注2∶3，奇偶比

例关注3∶2，重点号关注05、09、
14，可杀号 11、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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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04
05 07 08 09 10 12 14 15 18
20。

排列3第18129期预测

百位：0、5、6。十位：2、5、
7。个位：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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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6（周三）

胜平负游戏单固玩法

5/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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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5大阪钢巴VS名古屋鲸八

010上海上港VS鹿岛鹿角

020马赛VS马德里竞技

推荐

胜

胜

负

百元可中奖

275元

156元

周三竞彩强档推荐

马德里竞技或再度称雄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吴佩锷

马赛上周末做客在门将曼
丹达被罚下的情况下3∶3艰难
战平甘冈，主教练鲁迪·加西亚
轮换了萨尔、帕耶、路易斯·古
斯塔沃、桑松几名主力。他们
历史上两次进入欧联杯决赛
（改制前）都未能夺冠。

马德里竞技上周末派出主

力阵容出战，客场1∶0击败赫
塔费后保住西甲第二的排名。
主教练西蒙尼欧战仍处于禁赛
中，前锋格列兹曼在上轮赛后
的恢复训练中伤退，相信是虚
惊一场不会影响到出场。

此前8届欧联杯中，西班
牙球队5冠1亚几乎呈现垄断

优势，马竞近些年大赛经验愈
加丰富。另外马竞在法国进行
的三次决赛（欧联杯、超级杯）
中全部在90分钟赢球。

从目前的盘口定位来看，
马赛也明显处于劣势，综合来
看马赛恐怕难以帮助法国获得
历史上第一座欧联杯奖杯。

河南体彩上周（2018年 5
月7日~2018年 5月13日）中
出万元以上“顶呱刮”大奖共1

个，其中：25万元1个。
目前热销票种：粉橙蓝（面

值 5元）、10来运转（面值 10

元）、花开富贵（面值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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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列3”第18128期中奖号码

2 2 9
“排列5”第18128期中奖号码

七星彩第18055期中奖号码

9 0 6 9 4 1 8

2 2 9 7 8

5月 10日，年轻彩民周先
生（化名）在安阳市殷都区果园
新村41050038号福彩投注站
购买福彩刮刮乐时，看到柜台
内展示的“一刮千金”十分显
眼，顺手买了几张想试试运气，
没想到的是竟然刮出一等奖30
万元。随即，周先生前往安阳
市福彩中心兑取。

“‘一刮千金’的票面金灿
灿的，印有‘财旺福旺’四个大
字，看起来特别喜庆，我立即就
决定买它了。”当工作人员问周
先生买了多少张时，周先生激
动地说：“当时老板说这个票种

卖得特别好，只剩下几张余票
了，索性我都买了，没想到中了
个大奖。我特别开心，以后还
会继续支持福彩事业的。”好运
就是这么不期而至，周先生真
的是一刮千金，财福两旺。

福彩刮刮乐“一刮千金”面
值10元，一等奖奖金30万元，
中奖组合多样，小奖丰富。票
面采用受彩民十分喜爱的“中
国红”作为主色调，中心是憨态
可掬的财神爷，他的身边堆满
了金元宝，象征着满满的财富，
营造出喜庆的氛围。

豫福

5 月 5 日，体彩大乐透
18051期开奖，吉林省孙女士喜
中1注2400万元（含800万元
派奖奖金）封顶头奖，中奖彩票
为5组号码单式票，追加投注，
投注金额15元。5月6日一早，
孙女士就来到当地体彩中心领
取了奖金。

孙女士今年50多岁，平时
除了喜欢跟朋友们跳跳舞，另
一个爱好就是购买体彩大乐
透。她说：“我几乎期期不落，
这组号用的是孩子的手机号，
已经守了8年。”孙女士还笑着
表示：“我买体彩是爱好和习
惯，中奖当然好啊，但不中奖也

是做公益了。不会因此而影响
心情，果然是好心态迎来好运
气啊！”

对于奖金的安排，孙女士
并没有因为奖金的突然降临而
改变生活态度。她说：“我家孩
子还在读书，不想让他觉得有
钱就可以好吃懒做，还是要树
立正确的三观，我以后还是会
坚持购买体彩大乐透，这是我
的一个爱好。”

除此之外，孙女士还表示，
她想用一部分奖金做公益，为
公众健身事业添置点服装和设
备，创造更好的运动条件。

河体

女彩民守号八年
豪取大乐透2400万元

中福在线送好运

漯河彩民7天中出俩25万元
5月6日，漯河市黄山路中

福在线厅传来喜讯，幸运彩民
胡先生在连环夺宝游戏喜中
25万元大奖。

仅仅过去六天，5月12日，
黄山路中福在线厅又爆出大
奖，幸运彩民刘先生在连环夺
宝游戏第三关拍出24个红宝
石，喜中25万元！也是近年来

我市中出的第55注全国累积
奖！这一消息，让漯河彩民欢
呼雀跃，纷纷直呼黄山路中福
在线厅真是彩民福地。

5月12日下午，彩民刘先
生来到中福在线厅，办好投注
卡后，刘先生就随便找个空位
机坐下，开始玩起“连环夺宝”
游戏，大概玩了1个小时，忽然

屏幕上落下24个红宝石，接着
投注机显示“恭喜您中得累积
奖25万元”的字样，刘先生兴
奋地喊道：“我中了25万！我
中大奖了！”

听到刘先生兴奋的话语，
大厅里的彩友应声围了上去，
纷纷恭喜刘先生，共同分享中
大奖的喜悦。 豫福

年轻彩民“一刮千金”
30万元大奖领回家

上海上港近期除了足协杯
战胜陕西大秦之水以及点球淘
汰北京人和外，在最近6场亚
冠和联赛的比赛中没有赢球（2
平4负），这也导致在最新一期
亚冠夺冠赔率榜上，此前排名
首位的上港已经落至第3位。

鹿岛鹿角上周末的联赛被

调整至7月25日进行，他们拥
有整整一周的时间来备战次回
合比赛。

翻开中国球队征战亚冠淘
汰赛的历史，首回合客场告负
情况共10次，但只有3次逆转
晋级，其中包括2016赛季上港
首回合1比2不敌东京FC的情

况下，次回合主场1比0击败对
手并凭借客场进球优势晋级。

虽然首回合1比3的比分
让上港再次翻盘的难度增加了
不少，但他们过去17个亚冠主
场13胜4平保持不败，其中对
阵日本球队3胜2平，此战主胜
还是值得一搏。

核心提示 | 本周三，竞
彩共开售27场比赛，其中
亚冠八分之一决赛第二轮
的一场比赛，上海上港将在
主场迎战鹿岛鹿角。虽然
首回合1比3的比分让上港
再次翻盘的难度增加了不
少，但他们过去17个亚冠
主场13胜4平保持不败，其
中对阵日本球队3胜2平，
此战主胜还是值得一搏。

翻盘困难，上海上港背水一战

优势明显，马竞或再度称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