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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彩票AⅠ·18

保持平常心投注

商丘购彩者喜领大乐透头奖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杨惠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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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风采”22选5开奖公告

河南销售总额为358000元，中奖
总金额为24351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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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全国开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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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本省投注总额：13588382 元，本省中奖总金额：
328431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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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8165期

单注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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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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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河南 3D 及附加玩法销售额为
1376472元。

中奖注数
2593注

0注
568注

中奖号码：902

“排列3”第18165期中奖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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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列5”第18165期中奖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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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新格

福彩3D第18166期预测

比较看好1、4、6有号，重点
可关注百位或十位。四六分解
式推荐：1469—0123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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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6、067、126、128、136、145、

147、148、156、167、168、178、
245、247、249、256、267、269、
279、336、346、347、348、349、
367、368。

双色球第18072期预测

红色球试荐：01、04、06、10、
12、13、18、19、22、23、25、30、31。

蓝色球试荐：05、06、07、09、
14。

专家荐号

今日竞彩重点赛事投注推荐
日期

“二串一”玩法

6/22（周五）

胜平负游戏单固玩法

6/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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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4巴西VS哥斯达黎加

025尼日利亚VS冰岛

026塞尔维亚VS瑞士

推荐

胜

负

负

百元可中奖

263元

240元

22选5第18166期预测

大小比例关注3∶2，奇偶比
例关注2∶3，重点号关注07、14、
20，可杀号 03、09；本期可能出
现一组二连号，热点区间关注
四区，推荐一个小复式：02、05、

06、07、10、13、14、15、17、18、
20、21。

排列3第18166期预测

百位：1、3、8。十位：2、6、
7。个位：0、4、5。 夏加其

6月13日晚，体彩大乐透
第18068期开奖，由河南籍奥
运冠军孙甜甜启动大乐透摇奖
机，令人喜不自胜的是，当期全
国共开出2注头奖，全部落于
河南，分别被郑州购彩者和商
丘购彩者擒获。

6月19日，本报报道了郑
州购彩者拿走1000万的喜讯，

好事成双，6月21日上午，省体
彩中心迎来了大乐透18068期
的商丘中奖者蔡先生。兑奖室
里，蔡先生和妻子分享了自己
的购彩经验。

蔡先生是个生意人，闲来
喜欢买点彩票，但不是经常买，
碰到了就买，连买彩票的方式
也很自由，机选、自选、单式、复

式全都乐于尝试。谈起中奖号
码，蔡先生顿时兴奋起来：“这
次中奖彩票是我从买过的往期
大乐透里面挑出来觉得不错的
号码，守了才三期，居然真的中
奖了！”据了解，中奖彩票是一
张“6+3”复式票，投入36元，
共中出一等奖1注，二等奖2
注、三等奖5注、四等奖10注，
单票擒奖1023万元。

开奖过去一周之多，蔡先
生领奖姗姗来迟，问起原因，他
说每次买完彩票随手揣兜里或
者放车里，根本没有守开奖的
习惯，这次中奖也是头天晚上
刚知道。“有些彩票买完甚至都
不知道扔哪里了，说不定以前
我就中过大奖，哈哈哈！只是
自己不知道罢了！”蔡先生开玩
笑地说。

关于中奖这件事，蔡先生
说：“我买彩票才一年多，能中
这么大的奖实属幸运，算是意
外之财，但也要好好规划，平常
心对待，不能随便挥霍。”妻子
在旁边连连点头表示赞同。

巴西在本届世界杯首战出
师不利，仅1∶1战平瑞士。库
蒂尼奥上半场打进世界波为球
队取得领先，不过下半场被对
手通过角球扳平比分，随后双
方均无建树。赛后巴西媒体普
遍认为瑞士的进球有犯规之
嫌，但裁判拒绝看VAR引非
议。不过马塞洛表示球队未能
取胜不应拿VAR当借口，他
们必须提升自己的表现。内马

尔首发，但大部分时候都是单
打独斗，全场被10次侵犯，成
为继1998年英格兰前锋希勒
对阵突尼斯以来，世界杯单场
比赛被侵犯次数最多球员。

哥斯达黎加在世界杯首战
0∶1小负给塞尔维亚，算上之
前的两场热身赛遭遇3连败，3
场比赛只打进1球。主教练拉
米雷斯排出了和热身赛一样的
541阵型，前锋贝内加斯后撤

至右中场，取代博拉尼奥斯成
为首发；卡尔沃成为首发左后
卫，其余位置安排都和媒体预
计没有什么出入。纵观全场，
哥斯达黎加在场面上不逊塞尔
维亚，甚至几项关键数据都领
先于对手。

虽说巴西首战未能拿下瑞
士，墨西哥裁判在多次争议判
罚中拒绝看VAR是一个重要
因素，但总的来看他们的进攻
也的确不太顺畅——内马尔过
于单打独斗，热苏斯状态一般，
前场缺少支点，面对严密的防
守显得破门乏术，只能靠库蒂
尼奥灵光闪现。

此外，哥斯达黎加的防线
也许没有瑞士严密，不过5后
卫阵型恐怕也够巴西喝一壶，
而且此战竞彩让两球，巴西要
净胜3球才能赢盘。纵观小组
赛首轮，本届世界杯无弱旅（沙
特除外），只要哥斯达黎加拿出
正常发挥，应不至于大败给桑
巴军团。 河体

6月18日下午，商丘长江
西路中福在线销售厅再中25
万累积大奖，距上次中奖紧隔
7天，这已是该销售厅今年爆
出的第4个25万元大奖，也是
商丘市今年第12个中福在线
累积奖。

据了解，中得大奖的幸运
彩民李先生是“连环夺宝”的忠
实彩民，平常闲暇之余喜欢到
销售厅碰碰运气，6月18日下

午，李先生来到销售厅办理好
投注卡，以5注200分的投注
方式开始了游戏。当游戏进行
到第二关的时候，瞬间掉落20
个黄色猫眼石，此时李先生还
在玩手机没注意自己中奖了，
旁边一位彩民看到激动地说你
中奖了，李先生才看到自己的
投注机出现恭喜中得25万大
奖。随后，李先生买来烟和水
把这份喜悦之情和彩民一同分

享。
“中福在线”是采用计算机

和通讯网络系统为载体，通过
销售厅集中销售，彩民使用投
注卡在投注终端完成投注、游
戏和兑奖全过程的一种即开型
视频彩票。具有即投、即中、即
兑，玩法多样、趣味互动、娱乐
性强的特点。全国联网销售，
统一奖池，返奖率65%，1元可
中25万元。 豫福

领奖现场 省体彩中心供图

购彩碰运气 老彩民中大奖
为商丘彩民，收获中福在线奖金25万元

竞彩世界杯周五推荐

“桑巴军团”难大胜

6月8日上午，三门峡市福
彩中心举行即开票“冠军荣耀”
营销培训会，特邀高级培训师
刘晓艳前来授课。

刘晓艳老师向投注站业主
们详细讲解了刮刮乐——“冠
军荣耀”的特点及促销活动，

“冠军荣耀”，面值10元，最高奖
20.18万元。该彩票借助今年6
月第21届俄罗斯世界杯足球赛
而设计，是一款运动主题彩票，
票面设计不但可中得相应奖级
奖金，彩民同时还可以通过扫

描彩票上二维码参与到世界杯
竞猜活动分享800万奖品；接
着刘老师结合自己的经验及学
习，向业主们传授了销售刮刮
乐的技巧，店内刮刮乐展示及
彩民性格与购彩等；最后刘老
师结合案例讲解了如何确保彩
票销售安全运行。

培训结束后，部分业主在
店内制作了“彩民温馨提醒”等
标识语，使彩民形成正确的购
彩观，保障彩票销售安全。

豫福

三门峡福彩
开展投注站培训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