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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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16908 元，本省中奖总金额：
3896258元。

红色球

05
蓝色球

02 05 10 11 17 21

第2018064期

全国
中奖注数

全省
中奖注数

6202837 元
121091 元

3000元
200元
10元
5元

12 注
149 注

1887 注
83875 注

1365258 注
10644878 注

0 注
3 注

86 注
3677 注

53818 注
400281 注

每注金额
32475 元

50元
5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8149期中奖号码
6 8 12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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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6008元，中奖
总金额为151524元。

中奖注数
2 注

267 注
5046 注

155 注
203 注

9 注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81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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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5072元。

中奖注数
649注

0注
1284注

中奖号码：923

“排列3”第18149期中奖号码

8 7 1
“排列5”第18149期中奖号码

七星彩第18064期中奖号码

9 6 1 1 0 3 4

8 7 1 1 4

七星彩第18065期预测

重点号码看好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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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二
位1、9，三位0、7，四位5、6，五位
4、5，六位2、7，七位0、7。

22选5第181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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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15，可杀号 14、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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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5、16、19、
22。

排列3第18150期预测

百位：3、6、7。十位：5、6、
9。个位：2、3、8。 夏加其

专家荐号

好运接二连三

焦作彩民连中双色球大奖
今年，福彩双色球对焦作

彩民格外眷顾，好运接二连三
地来到彩民身边。先是沁阳彩
民收获两注一等奖，近日，又有
两位彩民接连中得双色球第
2018061期和第2018062期双
色球二等奖各一注。

据了解，中得第2018062
期双色球二等奖的彩民是福彩
双色球的忠实粉丝，多年来，他
一直在位于烈士陵园西侧的福
彩41080020号投注站购买彩
票。

“有经验的老彩民都有自

己的选号经验，所以，他们通常
都是自己研究走势图选号投
注，这位中奖彩民也是这样，每
次都是自己选好了号码直接
买，而且特别偏爱复式投注的
玩法。”第41080020号投注站
业主艾先生回忆道，“这次中奖
的号码也是彩民自己选的‘9+
1’复式。”

据艾先生介绍，中奖彩民
这些年来没少中几百元、几千
元的小奖，但从没中过大奖。
这次幸运收获二等奖也是对他
多年坚持购彩的回报。“像他这

样的老彩民中奖后通常都很淡
定，因为他们都坚信，只要坚持
购彩，中大奖是迟早的事儿。”
艾先生说。

被誉为“彩市航母”的“双
色球”一直以其“大奖大、小奖
多”的玩法特点深受彩民朋友
们的追捧，近日更是奖销两旺，
福利彩票的公益品牌也被越来
越多的人所熟知和认同，吸引
了越来越多的彩民加入福彩队
伍中。期待广大彩民朋友能继
续收获惊喜和大礼，再掀新一
轮大奖高潮。 豫福

中国体育彩票演播制作中
心位于北京丰台体育场内，每
个周一、周三、周六晚上8：30左
右，体彩大乐透就会在这里进
行现场开奖。

正如我们平时在开奖直播
中看到的一样，开奖现场除了
众多工作人员外，还有两位公
证员全程监督体彩大乐透的开
奖过程。但你是否知道，距离
这里20公里外的国家体育总局
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还有2位公
证员也在为体彩大乐透开奖忙
碌着。

据了解，目前为体彩大乐
透开奖提供公证服务的是北京
市中信公证处，是北京市司法
局领导下的国家公证机构。中
信公证处承接全国联网电脑体
育彩票公证业务，包括超级大
乐透、排列3、排列5、七星彩等，
这些游戏的开奖现场监督公证
均由中信公证处指派公证员进
行现场公证。一共配备了两组
人员：一组公证员（2人）在丰台
体育场演播中心的开奖现场，
他们主要负责开奖前后的每一

个细小环节的监督。开奖前后
的工作量大且繁琐，远非念几
句“公证台词”那么简单，而且
每一个步骤都非常重要，必须
谨慎再谨慎。

另一组公证员（2人）则在
位于国家体彩中心6楼的数据
处。他们主要负责每天的数据
封存工作和计奖工作，公证人
员的工作一是监督工作人员汇
总销售数据，并将其刻录在一
张不可改写的光盘上，然后上
传至完全独立的验证系统中，
最终封存数据的光盘要交由公
证人员进行签字盖章封存起
来，这个过程就是数据封存。
二是全程监督中心数据处人员
在独立验证系统中使用封存数
据独立计奖过程，并与正常计
奖结果进行匹配，确认一致方
可发布。

在他们眼中，无论多大的
奖，都是一串串数字，他们最在
乎的是数字对不对，程序正不
正确。公信力是体彩的生命，
而公证员就是那捍卫着公信力
的守卫。 河体

大乐透千万大赠票火热进行中
追加投注满15就送3元机选追加票

超级大乐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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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58 期 ）至 6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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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彩大乐透开奖
少不了他们
解密公证员角色

“六一”国际儿童节当天，
信阳福彩梁莹主任带着全体干
部职工的关心，来到信阳市飨
堂金色童年学校，与市民政局、
市公益志愿者协会、心阳心理
微爱行一起举办庆六一、关爱
留守儿童活动。

本次信阳福彩为飨堂金色
童年学校常年见不到父母的
14位留守儿童，捐赠了眼罩、
书包、文具盒、彩笔、书本等作
为他们的节日礼物，共庆“六
一”儿童节！

为了进一步了解和解决留
守儿童的实际问题，为留守儿

童提供关怀，针对留守儿童这
一特殊群体，本次活动特意安
排心理导师，通过做游戏的方
式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解决他们
的情感、心理问题，让他们得以
快乐健康地生活和成长。

游戏中，导师为每一位孩
子戴上眼罩，并引导他们由一
个人一组，到两个人，到三个
人，再分开，让他们蒙着眼感受
每一次内心发生的变化。很多
孩子都说一个人时感觉很孤
独，三个人时非常快乐幸福，其
中有位六年级的小女孩在游戏
中途大哭起来，蹲在地上说想

自己的爸爸妈妈了。在场的每
一位志愿者见状都感到十分揪
心，纷纷上前给了她拥抱与鼓
励。

“对留守儿童来说，陪伴是
一种渴望。在最需要父母关爱
的年龄，却连父母的面都见不
到，孩子的心理常常是得不到
安慰的。”梁莹主任表示，“福彩
一直以来都在为社会福利和公
益事业做着贡献，留守儿童更
需要得到我们的关爱，也希望
社会上更多的爱心人士关注这
个特殊群体，为他们带去温暖
与帮助。” 豫福

情暖六一
信阳福彩关爱留守儿童

重点点评

比利时近年的崛起已经引起世界列强的重视，他们也是目前
世界杯夺冠第二集团的球队，而本届世界杯也是比利时发光发热
的时间。球队阵中不乏优秀球星，卢卡库、德布劳内、孔帕尼及阿
扎尔等球星都在欧洲大联赛顶级豪门效力，而他们也基本撑起了
比利时中轴线。而作为非洲球队的埃及，他们时隔多年后重返世
界杯舞台自然备受关注。阵中当家球星沙拉赫本赛季在利物浦大
红大紫，不过由于有伤在身，此战热身赛他不会披甲亮相，这样无
疑让球队备战大打折扣。

今日竞彩重点赛事投注推荐
日期

“二串一”玩法

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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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松本山雅 VS 熊本深红

109比利时 VS 埃及

推荐

胜

胜

百元可中奖

171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