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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注金额
13131元

50元
5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8155期中奖号码
4 9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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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6162元，中奖
总金额为260791元。

中奖注数
5注

290注
5245注
202注
165注
85注

1175007元
19807元
17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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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67期

全国
中奖注数

3注
12注

267注
906注

10863注
17015注

117438注

全省
中奖注数

0注
1注
5注

28注
310注
544注

3117注

01 06 07 08 13 18 25 27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81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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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8812元。

中奖注数
260注

0注
691注

中奖号码：2 8 9
“排列3”第18155期中奖号码

1 6 0
“排列5”第18155期中奖号码

大乐透第18067期中奖号码

前区03 07 12 18 31后区07 10

1 6 0 6 5

专家荐号

徐新格

福彩3D第18156期预测

比较看好1、4、7出一个，四
六 分 解 式 推 荐 ：1347——
0256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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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7、057、067、126、136、
138、145、156、158、167、178、
236、237、245、247、249、278、

279、348、349、356、367、368、
369、456、457、458。

双色球第18067期预测

红色球试荐：01、02、05、06、
10、12、13、18、19、20、25、30、31。

蓝色球试荐：03、06、14、15、
16。

七星彩第18067期预测

重点号码：3、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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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三位3、6，四位5、6，五
位2、7，六位4、9，七位4、5。

22选5第18156期预测

大小比例关注3∶2，奇偶比
例关注2∶3，重点号关注06、12、
19，可杀号01、07；本期可能出现

一组二连号，热点区间关注三
区，推荐一个小复式:03、04、06、
08、09、11、12、14、15、16、19、21。

大乐透第18068期预测

推荐“9+3”：06、09、12、13、
18、24、27、30、34 +05 09 12。

排列3第18156期预测

百位：3、7、8。十位：0、4、
5。个位：2、6、7。 夏加其

一号之差 男子错失千万大奖
为郑州购彩者，最终收获大乐透二等奖

今日竞彩重点赛事投注推荐
日期

“二串一”玩法

6/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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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日本 VS 巴拉圭

102圣保罗 VS 维多利亚

推荐

胜

胜

百元可中奖

348元

6月 6日，体彩大乐透第
18065期开奖，当期全国共开
出3注头奖，单注奖金1000万
元；当期二等奖全国共开出
119注，其中53注为追加二等
奖。

我省郑州购彩者高先生，
因为后区一号之差，错失大乐
透1600万元追加头奖，而收
获了1注追加投注二等奖。这
是继18061期后，郑州购彩者
10天内中得的第2个追加二

等奖，同时高先生也是又一位
获得体彩郑州西区大乐透“追
加赢好礼乐透礼多多”活动头
奖奖品的幸运购彩者。

高先生本次采用的是“7+
3”复式追加投注，复式投注无
疑增加了中奖的几率，而追加
投注更提高了中奖奖金，据
悉，本次高先生中奖奖金高达
25.43万元。不仅如此，根据
郑西分中心“追加赢好礼乐透
礼多多”活动规则，高先生还

可获得500g纯银招财进宝1
个，实现了真金、白银双丰收。

目前，河南体彩郑州西区
分中心开的“追加赢好礼乐透
礼多多”活动仍在进行，凡在5
月21日（18058期）~6月16日
（18069期）期间，在郑州西区
所辖体彩网点购买体彩大乐
透，单期、单票金额在15元及
以上的追加票，即可参加（多
期票及补打票不参加）。

河体

世界杯期间竞彩足球各种
玩法，以及冠军、冠亚军竞猜都
可能出现暂停销售的情况。

所有比赛进行期间，冠军、
冠亚军竞猜将暂停销售，因为
理论上任何一场比赛都可能对
冠军归属产生某种影响，需要
赛后调整奖金后再开售。

如果一场比赛进程可能影
响到其他比赛结果时，将暂停
销售相关比赛。例如，A组最
后一轮如可能影响B组球队的
淘汰赛对手，因此A组比赛期
间B组比赛会暂停销售。

一些可能产生默契球、默
契比分的赛事，也将视情况而
停售。例如，如果两队打成“1：
1”、“2：2”即可携手出线，那么
某些玩法也会暂停销售。

河体

今年，超级大乐透6亿元
全国大派奖活动开启了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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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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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乐透赠票活动火热进行中
追加投注满15元，送3元机选追加票

竞猜世界杯 这些细节需留意
世界杯前两轮小组赛，冠军、冠亚军竞猜已开售

核心提示 | 世界杯脚步临近，足球狂欢节即将开启。目前，竞彩足球游戏已经开售世
界杯前两轮32场小组赛，世界杯冠军、冠亚军竞猜也已开售，重量级赛事和多样的玩法让
球迷朋友们眼花缭乱，购彩者在感受竞彩带来的乐趣的同时，还有4个细节要注意。

竞彩足球游戏胜平负、让
球胜平负、总进球数、半全场
胜平负、比分五种玩法都只猜
全场90分钟（含伤停补时）的
比分结果，加时赛并不计入当
场比赛结果。

其实这一规则对竞猜世
界杯赛事有一定好处，因为进
入淘汰赛阶段后，球队会把比
赛当做120分钟的比赛来踢，
即使90分钟打不开局面也不
会强求。

加时赛区别对待

世界杯期间竞彩足球游
戏将大幅延长销售时间，保证
购彩者有充足的购彩时间。
根据初步安排，比赛日竞彩游
戏停售时间将延后至次日凌
晨最后一场世界杯比赛开赛

时间，若当日最后一场世界杯
比赛开赛时间早于24：00，则
停售时间为当日24：00。世界
杯休赛日停售时间为当日24：
00，遇周末不再延后停售竞彩
足球、篮球各游戏。

暂停销售状况

冠亚军竞猜不分序

冠亚军竞猜，即不分顺序
竞猜世界杯冠亚军球队，也就

是猜哪两支球队进入决赛，不
必分谁是冠军，谁是亚军。

停售时间延后

圣保罗本赛季至今 11 轮
战罢仅输一场，其中主场3胜2
平保持不败，目前排名积分榜
第3位。维多利亚客战能力一
般，最近10场各项赛事客场仅
取得1胜2平7负，其中近3轮
巴甲客场均未尝胜绩。此番交
手，圣保罗主场攻守兼备，估计
维多利亚凶多吉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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