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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全国开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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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奖结果

中奖
号码

奖级 每注金额

本期本省投注总额：13031848 元，本省中奖总金额：
251003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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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风采”22选5开奖公告

河南销售总额为363472元，中奖
总金额为145021元。

中奖注数
2注

236注
4704注
143注
173注

8注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81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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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0026元。

中奖注数
233注

0注
760注

中奖号码：324
“排列3”第18156期中奖号码

3 2 2
“排列5”第18156期中奖号码

七星彩第18067期中奖号码

7 5 4 7 3 5 6

3 2 2 3 4

七星彩第18068期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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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选5第181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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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16，可杀号 13、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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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4、
05、06、08、09、10、12、15、16、17、
19。

排列3第18157期预测

百位：2、4、9。十位：1、3、
6。个位：0、4、8。 夏加其

专家荐号

相约首都北京见证体彩公信

大学生现场观摩开奖过程

今日竞彩重点赛事投注推荐
日期

“二串一”玩法

6/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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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哥伦布机员VS亚特兰大联

110纽约红牛VS西雅图海湾人

推荐

胜

胜

百元可中奖

258元

见证体彩公信！“相约大乐
透开启新生活”奥运冠军孙甜
甜携手“体彩·新长城”受助大
学生观摩体彩开奖活动团将于
今日启程，这是河南省体育彩
票管理中心首次邀请奥运冠
军，见证体彩公信看开奖活动。

据了解，目前，由“中国体
育彩票·新长城助学基金”资助
的河南师范大学2014级的50
名优秀贫困大学生已进入了毕
业季，即将走出校门踏入就业
岗位，从象牙塔走进社会的大
熔炉，用双手和知识开创自己
新的生活。河南省体育彩票管
理中心经与河南师范大学接

洽，结合学生临近毕业的时间
安排，在学生自愿的情况下，组
织部分优秀大学生代表到北
京，观摩体彩“超级大乐透”开
奖，此外还将参观体彩“顶呱
刮”即开型彩票生产线，真正了
解体育彩票的公开、公平、公
正，并切身感受体育彩票的公
益性和公信力。

同时，河南省体育彩票管
理中心也希望他们通过自身参
加活动的经历和感受，让他们
在踏入社会前开阔眼界，以阳
光、健康和感恩的心态回报社
会、回报家庭，愉快地开启自己
的新生活！

据了解，“中国体育彩票·
新长城助学基金”是由国家体
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和中
国扶贫基金会共同发起的公益
项目。

河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自2013年开始加入“中国体育
彩票·新长城助学基金”项目，
截至目前，已连续五年资助包
括河南师范大学在内的7所师
范大学的400名优秀贫困大学
生。五年来，河南省体育彩票
管理中心在这个公益项目上累
计投入的资金为198万元，累
计共有400名贫困大学生和家
庭受益。 河体

2018年足球世界杯开幕
在即，以足球世界杯为主题的
中国福利彩票即开型彩票“冠
军荣耀”将重磅上市！为回馈
广大购彩者对福利彩票刮刮乐
的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
理中心将针对“冠军荣耀”彩票
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主题为“冠
军荣耀，800万奖品等你分”的
营销活动。营销活动自2018
年6月8日起至2018年7月15
日结束，参与者有机会刮分
800万奖品。

“冠军荣耀”是一款以足球
世界杯为主题的即开型福利彩
票，面值10元，最高奖金20.18

万元，返奖率达65%。彩票玩
法紧扣足球世界杯，票面上以
绿茵场作为背景，再配上足球、
足球鞋、冠军奖杯和历届世界
杯冠军队名称等元素。

为了更好地给“冠军荣耀”
购彩者带来更大的购彩乐趣，
福利彩票刮刮乐将结合2018
年足球世界杯赛事开展彩票营
销活动。最新的活动方案如
下：2018年 6月 8日10：00至
2018年7月15日22：00期间，
使用“福彩刮刮乐”微信公众号
扫描“冠军荣耀”彩票上的营销
二维码即可获得竞猜机会，每
扫描一张彩票可获得1个荣耀

值，多扫多得。荣耀值可用于
参与“揭幕战竞猜”、“小组赛竞
猜”、“1/8决赛竞猜”、“1/4决
赛竞猜”、“半决赛竞猜”和“冠
军竞猜”等六个类型的比赛竞
猜，猜中相关比赛的结果，即可
瓜分相应的竞猜奖励，竞猜奖
励总计价值 800 万元！其中

“揭幕战”将不消耗荣耀值，更
多详细竞猜规则见“福彩刮刮
乐”微信公众号。

当彩民遇上世界杯，当球
迷遇上“冠军荣耀”，会产生怎
样的化学反应？福彩刮刮乐，
越刮越快乐！竞猜世界杯，瓜
分800万，等你来挑战！ 豫福

竞猜世界杯 800万元奖品等你分
刮刮乐“冠军荣耀”回馈活动火热进行中

北京时间6月14日上午7
点30分，美职足常规赛将上演
一场强强对话，哥伦布机员主
场迎战联赛目前排名第一的亚
特兰大联。

两支球队目前都是排名在
积分榜前列的位置。主队哥伦
布机员在上轮主场以1∶1战平
纽约红牛，近期3场赛事的主
场都是与对手打成平局；此次

是球队连续第4个主场出战，
在体力上已经明显占优，并且
近两次面对亚特兰大联都保持
不败，其打法克制客队的发挥。

而客队亚特兰大联上轮在
客场以1∶1战平纽约城之后，
继续维持在榜首的位置，近4
仗各项赛事取得2胜2平不败
的战绩，球队近期的发挥十分
稳定。但是连续客场征战之

下，对于全队的体力有很大的
消耗，加上以往成绩并不占优，
此次做客更加不容乐观。

另一场比赛，纽约红牛自
从踏进6月份后，球队状态出
现起伏，6月3场比赛只取得1
胜1平1负，此前5场比赛不败
的纪录就此告终。需要留意的
是，纽约红牛出现起伏，主要原
因在于客场作战，反观他们主
场战绩出色，近10次主场只输
1场，可见是典型的主场龙客场
虫，本次球队回归新泽西红牛
竞技场有望斩获三分。

西雅图海湾人上轮以2∶1
击败华盛顿联后，球队终结了
此前4场不胜的尴尬纪录，全
队士气有所提升。不过球队还
不能高兴太早，毕竟本场面对
的是主场龙纽约红牛，客战能
力较差海湾人要抢分难度不
小，本场球队会陷入一番苦战。

周三竞彩强档推荐

体力占优 哥伦布机员力抢三分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吴佩锷

今年第23周全省兑付刮刮
乐奖金513万元。其中兑付20
万元大奖1个，兑付5万元大奖
1个。

本周所有面值彩票均有奖

项兑出。根据本周奖金兑付情
况分析冠军荣耀等热点彩票易
中出。福彩刮刮乐返奖率
65%，中奖面宽，即开即兑，欢
迎购买。 豫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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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单注奖金为80元，将
获20元赠票；“三不同号”的单
注奖金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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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彩“快3”
赠票活动正进行

河南体彩“顶呱刮”
万元以上大奖战报

河南体彩上周（6月4日至
10日）中出万元以上“顶呱刮”
大奖共4个，其中，1万元~5万
元：1个；5万元~10万元：1个；
25万元：1个；1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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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福彩“刮刮乐”
今年第23周大奖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