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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注金额
3486 元

50元
5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8151期中奖号码
1 4 12 1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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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7912元，中奖
总金额为228855元。

中奖注数
10 注

663 注
8125 注

386 注
438 注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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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72746 元，本省中奖总金额：
3756755元。

红色球

01
蓝色球

01 04 06 14 28 33

第2018065期

全国
中奖注数

全省
中奖注数

8384489 元
206371 元

3000元
200元

10元
5元

6 注
123 注

1178 注
57833 注

1191247 注
6624335 注

0 注
5 注

53 注
2876 注

56726 注
284688 注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81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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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4920元。

中奖注数
771注

0注
1446注

中奖号码：514

“排列3”第18151期中奖号码

6 9 4
“排列5”第18151期中奖号码

6 9 4 1 0

徐新格

福彩3D第18152期预测

比较看好 1、4、8 出一个，

四 六 分 解 式 推 荐 ：1478——
0235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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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7、067、126、128、129、
136、145、146、148、149、158、

167、168、169、189、245、247、
249、278、279、346、347、349、
367。

双色球第18066期预测

红色球试荐：01、05、06、

10、14、15、17、20、21、25、26、29、
30。

蓝色球试荐：06、07、10、12、
15。

专家荐号

竞彩开售世界杯小组赛啦！
32场比赛提前受注

6月7日，中国体育彩票竞
彩足球游戏正式开售2018俄
罗斯世界杯前两轮的32场小
组赛，胜平负（或让球胜平负）、
总进球数、半全场胜平负、比分
等玩法均可接受单场投注，广
大购彩者可在体彩网点投注世
界杯赛事，世界杯的激情即将
在这个夏天点燃。

在欧洲五大联赛结束后，
苦等多时的体彩玩家们等来了
可竞猜的重量级赛事。为满足

广大购彩者的需求，6月7日，
竞彩足球游戏提前一周开售世
界杯前两轮32场小组赛，广大
购彩者有了更大的选择空间，
可选择自己最喜爱的球队投
注，也可以选择最有把握的赛
事竞猜。例如，阿根廷的球迷
可以把阿根廷与冰岛、克罗地
亚的前2场小组赛串在一起，
进行“2串1”过关投注，用两场
胜利为蓝白军团定制一份“提
前出线套餐”。

第三轮小组赛将从6月21
日起开始陆续接受投注，在淘
汰赛阶段，将在对阵球队产生
后第一时间开售。

在足球的巅峰舞台上，每一
支球队都将倾尽全力；在公益的
舞台上，中国体育彩票正等着与
您一起书写历史。中国体育彩
票作为公益事业的助推器和体
育事业的生命线，将一如既往地
履行国家公益彩票宗旨，为公益
事业点亮未来。 河体

焦作福彩
举行资助贫困山区学校活动

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是民
族的希望，承载着祖国的繁荣
昌盛，“再穷不能穷孩子、再苦
不能苦教育”。为了鼓励贫困
山区学生奋发图强、立志成才、
感恩奉献，2018年5月31日，
焦作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党支
部书记郭万怀及其支委委员一

行4人在焦作市慈善总会办公
室主任史海金同志的带领下，
来到博爱县贫困山区寨豁乡中
心学校进行资助活动，在此福
彩发行中心党支部书记郭万怀
同志向学校老师表达了诚挚的
敬意，向孩子们致以节日的祝
福，鼓励他们树立信心、乐观生

活、好好学习、立志成才。
焦作市福彩中心向寨豁乡

中心学校资助福彩公益金人民
币30000元整，用于学校的学
习生活、购买图书等。从而进
一步彰显福利彩票“扶老、助
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

豫福

福彩“快3”
赠票活动正进行

为回馈广大彩民，5月18
日起，河南省福彩中心在全省
范围内，针对“快3”开展1500
万元大赠票活动。目前，此次
赠票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

据了解，此次福彩“快3”活
动针对“二同号单选”“三不同
号”（包括以复式、胆拖、组合玩
法投注此两种玩法）投注方式，
直到1500万元派完为止。赠
票期间，“二同号单选”“三不同
号”的中奖者，另外获得中奖金

额25%比例的赠票，例如“二同
号单选”的单注金额为80元，
将获20元赠票；“三不同号”的
单注金额为40元，将获10元赠
票。

福彩“快3”自上市以来，以
趣味性强、返奖率高、中奖容
易、奖金固定、快速开奖等特
点，深受广大彩民的喜爱。此
次赠票活动是一次实实在在的
回馈，赶快行动收获更多好运
吧！ 豫福

河南体彩“顶呱刮”
上周万元以上大奖战报

重点点评

德国上周末友谊赛做客爆冷1∶2被奥地利逆转，主帅勒夫在首
发中安排了不少边缘球员，中场厄齐尔一度帮助球队取得领先，不
过他随后膝盖受伤下场并连续缺席球队近日的合练，这场比赛肯
定不会出场。首场热身赛不敌意大利后，沙特又在第二场热身赛
中0∶3惨败给秘鲁，主帅皮奇随后也确认了世界杯23人终极名单，
落选的5名球员中，包括已经为国出场44次的中场纳瓦夫·阿比
德，而1996年出生的中场小将马利克·海卜里幸运入选。虽然上场
友谊赛不胜，但此役仍然看好德国战车在世界杯正式开打前夕取
得胜利。

河南体彩上周（5月28日
~6月3日）中出万元以上“顶
呱刮”大奖共2个。其中1万

元~5万元：1个；5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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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竞彩重点赛事投注推荐
日期

“二串一”玩法

6/8（周五）

胜平负游戏单固玩法

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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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瑞士 VS 日本

103德国 VS 沙特

002埃及 VS 乌拉圭

推荐

胜

让胜

负

百元可中奖

404元

146元

很多投注号码的办法，斜
线法作为其中很重要的一种
而被很多彩民所钟爱。斜线
法，又称斜线连，顾名思义，常
见有尖角斜线连和梯形斜线
连两种。

有彩民曾指出，在双色球
红球分布图中，当某条斜线上
出现斜3连或斜4连后，一般不
出10期该斜线上将再次有奖
码冒出，而这个奖码冒出之后
的若干期次，内斜连情况就会
短暂地销声匿迹，事实上，这种

情形是存在的。
据双色球历史出号的统

计，斜线法对个别奖码的预计
往往极具精准性，但缺乏普遍
指导意义，即并非每一个奖号
都在被人为确定的斜线上，因
此对非斜线奖码必须还得借助
其它彩票分析的办法才能在预
测功能上形成完整性。

需要注意的问题还有，被
斜线法锁住的胆码一般以1~2
枚为宜，即便是复式投注，最好
也不要超过3枚。统计数据表

明，在具体期次内斜线号码对
中奖尽管非常关键，但一旦出
现其数量却是十分有限。

值得说明的是，马步斜线
法属于梯形斜线的一种，其定
义最初源自对红球走势图的
不断揣摩过程，因其随意性非
常大，故彩市对马步斜线法的
阐释一度出现了很多版本，但
到后来，由于功能的单一性还
是被统一归并到了梯形斜线
连中。

中彩

双色球选号技巧
斜线法锁住红球胆码

22选5第18152期预测

大小比例关注2∶3，奇偶比
例关注 2∶3，重点号关注 04、
10、13，可杀号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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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4、
16、18、21。

排列3第18152期预测

百位：3、6、8。十位：2、3、
7。个位：0、4、5。 夏加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