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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注金额
14827 元

50元
5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8141期中奖号码
3 4 6 8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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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5604元，中奖
总金额为202208元。

中奖注数
4 注

385 注
5934 注
293 注
310 注
27 注

1541133 元
55040 元
3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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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61期

全国
中奖注数

1 注
4 注

146 注
328 注

5019 注
7610 注

62680 注

全省
中奖注数

0 注
0 注
5 注

12 注
201 注
208 注

2503 注

02 12 14 17 21 22 26 30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81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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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4302元。

中奖注数
1327注

0注
1162注

中奖号码：5 3 6
“排列3”第18141期中奖号码

2 7 9
“排列5”第18141期中奖号码

大乐透第18061期中奖号码

前区04 10 12 28 31后区08 11

2 7 9 4 6

专家荐号

徐新格

福彩3D第18142期预测
比较看好1、3、9出一个，四

六 分 解 式 推 荐 ：1369——
0245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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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145、146、147、148、
156、158、167、168、178、236、

238、239、249、256、259、267、
269、346、347、348、349、356、
358。

双色球第18061期预测
红色球试荐：01、04、05、06、

08、09、12、16、21、22、27、28、30。
蓝色球试荐：03、04、05、15、

16。

七星彩第18061期预测
重点号码看好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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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二位5、6，三位4、7，四位1、7，
五位4、5，六位2、9，七位1、6。

22选5第18142期预测
大小比例关注2∶3，奇偶比

例关注2∶3，重点号关注05、06、
20，可杀号13、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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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 08 09 11 12 14 15 18 20。

大乐透第18062期预测
推荐“9+3”：06、11、14、20、

21、24、28、31、35+03、05、07。

排列3第18142期预测
百位：0、4、5。十位：3、4、

7。个位：3、5、6。 夏加其

今日竞彩重点赛事投注推荐
日期

5/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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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巴拿马 VS 北爱尔兰

推荐

胜

奖金

1.81元

大乐透千万大赠票来袭
追加买够15元就送

大乐透6亿元全国大派奖
活动今年开启了全新的派奖
模式，针对追加投注增加了乐
善奖，为了持续回馈广大彩民
朋友对大乐透玩法的支持与
喜爱，在6亿元大派奖接近尾
声之际，河南省体育彩票管理
中心又开启了千万大赠票活
动。

自 2018 年 5 月 20 日起
（第18058期）至6月16日（第
18069期）期间开展促销活动，
持续开展 12 期，活动资金
1400万，若活动期间促销资金

提前使用完毕，则活动结束。
凡在活动期间，购买体彩“大
乐透”游戏，单张彩票金额达
到15元（含）以上的追加投注
彩票，均可获赠价值3元的当
期“大乐透”追加彩票（机选一
注）一张。详情请咨询各体彩
销售网点。

大乐透玩法已渗透入我
们的日常生活，每期有超1000
万人次选购体彩大乐透。截
至目前，体彩大乐透已为我省
缔造了数以百计的百万以上
大奖。2018年截止到5月28

日，已中出300万以上大奖18
个，并且大乐透奖池长期保持
在50亿元以上，大奖成色更有
保障。尤其在活动期间，单张
彩票只需进行追加投注且买
够15元就可获赠一注3元的
追加赠票，相当于再送给您一
个1600万大奖的机会，千万
别错过哦！

在此提醒彩民，买彩票的
同时一定要记得拿走您的赠
票。彩票，就买体彩大乐透！
小彩票，大梦想，遇见就有可
能，购买才有机会！ 河体

竞彩足球世界杯D组综述

任重道远 阿根廷不容懈怠
核心提示 | 世界杯D组中阿根廷的实力无疑最强，但克罗地亚同样有莫德里奇、拉基

蒂奇、曼朱基奇这样的明星球员，“超级雄鹰”尼日利亚更是专为世界杯而生，冰岛看似本组
最弱，但这支屡创奇迹的队伍谁又能忽视呢？蓝白军团的世界杯开局不能有丝毫懈怠。

阿根廷：球王登基只欠金杯

上届亚军阿根廷是本届
世界杯第四号夺冠热门，竞彩
冠军奖金为4.5，排在巴西、德
国、西班牙之后。阿根廷的预
选赛之路并不平坦，最后几
轮，梅西总在最后时刻帮助球
队强行续命绝地求生，最终阿

根廷以南美区第3名的成绩晋
级世界杯。

主帅桑保利用人的刚愎
自用，固执到令所有人崩溃，
但阿根廷只要有梅西这个无
所不能的当世球王，就一切皆
有可能。小组赛阿根廷的签

运并不算好，同组的克罗地亚
和尼日利亚都有抗衡他们的
能力，世界杯新军冰岛在两年
前的欧洲杯让人领教了他们
的强悍和斗志，阿根廷恐怕要
从小组赛就要打起精神了。

冰岛：维京战吼世界杯首响

2016年欧洲杯，“维京战
吼”令人热血澎湃。本届世预
赛，冰岛延续黑马本色，预选
赛阶段主场全胜同组5个对
手，包括克罗地亚、乌克兰、土
耳其3强，最终球队以7胜1平

2负的成绩成为小组第一名直
接晋级，强大的克罗地亚也只
能去打附加赛。恰巧两队本
届世界杯又再次抽到了同一
组，延续较量。

冰岛首战要面对阿根廷，

第2场对阵尼日利亚则是他们
最关键的抢分之战，最后一轮
则面对老对手克罗地亚。看
上去对手都很强，但冰岛以弱
胜强的战例，在过去两年并不
鲜见。

克罗地亚：纸面强大力求突破

自从以达沃·苏克为首的
“火枪手”在1998年法兰西之
夏一举冲上世界杯季军排位
后，克罗地亚一直就是欧洲球
坛一支实力不容忽视的二线
劲旅，不过无论是在世界杯抑
或欧洲杯上，克罗地亚此后都

只能徘徊在16强或8强的门
槛外，无法再一次向上突破。
本届也是球队目前这一代的
代表球星莫德里奇、曼朱基
奇、拉基蒂奇等人在高峰期尾
声阶段的最后一届大赛，克罗
地亚期待能走得更远。

虽然落入强敌环伺的小
组，但比起尼日利亚和冰岛，
克罗地亚也更有出线相，此前
三届世界杯参赛皆没能小组
出线的魔咒，或在本届有打破
的希望。

尼日利亚：“超级雄鹰”年轻无畏

自从1994年以来，“超级
雄鹰”尼日利亚只缺席过2006
年那届世界杯，近7届世界杯
6次晋级决赛圈。如今尼日利
亚阵容比起20多年前的奥科
查、卡努等已经算不上星光熠

熠，甚至在晋级的过去5届赛
事中，都只是顶多杀入16强阶
段，但尼日利亚在个别场次的
爆发力仍令对手胆寒，球队阵
中一水都是93后的球员，年轻
无畏是他们的最大本钱。

世界杯征程多次与死亡
之组结缘的“超级雄鹰”，本届
杯赛的签运同样不佳，球队要
从本小组突围出线的难度并
不低。 河体

出差途中收获意外惊喜

男子中大乐透1433万元
幸运往往会在不经意间

降临，湖北十堰购彩者蔡先生
就是在出差途中顺路买了张
体彩大乐透彩票，没想到就这
样击中了第18057期1注追加
头奖，揽获奖金1433万元！

5月21日一大早，这位幸
运儿就领取了自己的奖金，蔡
先生是十堰本地人，一直以来
都喜欢购买体彩，比较钟爱体

彩大乐透，平时习惯机选。
5月19日，蔡先生出差到

外地办事，途中遇到一家体彩
网点，就机选了1注“7+2”体
彩大乐透复式票。他特别嘱
咐销售员：“体彩大乐透正在
派奖，一定要追加！”出票后蔡
先生越看越觉得前区号码顺
眼，于是就把后区更改了一个
号码又打了一遍。对此蔡先

生说：“本来可以中2注一等奖
的，只因一念之差竟把头奖改
走了！”

不过中奖后的蔡先生并
没有非常激动，对于奖金的安
排，蔡先生表示将主要用于改
善生活，最重要的是还会一直
坚持购买体彩，始终带着希
望，生活更有奔头！ 河体

重点点评

巴拿马5月中旬公布了35人的世界杯大名单，除了两名19岁
的中场小将卡拉斯奎拉和路易斯·罗德里格斯，其他人都已经有过
国家队出场记录。这次与巴拿马和哥斯达黎加的友谊赛，北爱尔兰
主帅迈克尔·奥尼尔还是征召了大部分的国家队主要球员进行备
战。本场是巴拿马出征世界杯前的主场壮行，北爱尔兰则还是陪练
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