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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竞彩重点赛事投注推荐
日期

“二串一”玩法

6/26（周二）

胜平负游戏单固玩法

6/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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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8丹麦VS法国

尼日利亚VS阿根廷

037澳大利亚VS秘鲁

推荐

平

负

胜

百元可中奖

313元

258元

竞彩世界杯周二推荐

潘帕斯雄鹰又遇非洲雄鹰

每注金额
7569元

50元
5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8169期中奖号码
1 8 13 18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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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6546元，中奖
总金额为193424元。

中奖注数
7注

447注
6178注

323注
214注

32注

1208175元
20959元

16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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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73期

全国
中奖注数

3注
12注

309注
946注

9714注
15393注

104332注

全省
中奖注数

0注
2注
9注

53注
222注
493注

2471注

05 07 09 13 17 18 25 23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81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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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1926元。

中奖注数
822注

0注
837注

中奖号码：5 3 0

“排列3”第18169期中奖号码

7 1 6
“排列5”第18169期中奖号码

大乐透第18073期中奖号码

前区13 19 24 25 29后区02 08

7 1 6 9 0

专家荐号

徐新格

福彩3D第18170期预测

比较看好3、6、8有号，重点
可关注百位或十位。四六分解
式推荐：3678—0124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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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6、037、
047、056、057、067、116、118、
126、128、138、146、148、156、

158、166、168、188、236、238、
239、256、267、269、338、346、
348、349、358。

双色球第18073期预测

红色球试荐：04、05、06、10、
13、14、18、19、20、23、25、28、
31。蓝色球试荐：04、05、13、14、
16。

七星彩第18073期预测

重点号码看好1、4、8，奇偶
比例关注3∶4，大小比例3∶4，定
位重点关注号码：一位 4、5，二
位1、3，三位3、8，四位2、5，五位
2、4，六位1、8，七位4、5。

22选5第181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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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9，可杀号03、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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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5、06、
08、11、12、14、15、17、18、19、22。

大乐透第18074期预测

推荐“9+3”：03、08、13、16、
17、21、25、29、30+02、06、07。

排列3第18170期预测

百位：4、5、7。十位：1、4、
8。个位：2、6、7。 夏加其

4月25日，江西南昌的一
家体彩网点中出大乐透第
18047期1注头奖，共获奖金
1277万元，但直到6月11日，
中奖者蒋先生才现身领奖。

“我自己都不知道中了
奖，这几天整理近期购买的彩
票才看见的，然后特意买了机
票飞过来兑奖。”蒋先生言语
间充满激动。据悉，帮助蒋先
生斩获大奖的是一张“8+3”
复式票，投注金额336元。

蒋先生在深圳工作，上个
月朋友结婚，他特地赶去喝喜
酒。酒席后和几个朋友一起
去买彩票，之后他也没在意当
天的开奖信息，所以才导致这
么晚来兑奖。

蒋先生表示，购彩是一种
公益行为，中奖靠运气，不要
太在乎结果，他今后还会继续
支持体育彩票，为体彩的公益
事业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河体

状态火热
“高卢雄鸡”或再下一城

时隔多届重返世界杯
舞台的丹麦队前两场小组
赛拿到了一胜一平的成绩，
为小组出线奠定了良好的
基础。法国队前两轮先后
小胜澳大利亚和秘鲁，两轮
战罢，积6分的“高卢雄鸡”
领先第3名澳大利亚5分而
提前出线。

至于前两场一胜一平
的丹麦队则掌握着出线的
主动权，他们最后一轮只要
战平法国即可稳获出线资
格，即使失利也未必无法保
住小组第二的位置（前提是
澳大利亚队无法取胜）。

在小组中领先的形势
使得两支队伍都能够以轻
松的心态来面对这场比赛，
这会让才华骄人的法国球
员在比赛中更加释放。

另外，随着比赛进程的
深入，法国队的发挥会越来
越好，整体实力比较一般的
丹麦队在这场比赛中遭遇
到本届世界杯首场失利的

可能性极大。

两战全胜
克罗地亚提前出线

首战逼平阿根廷队的
冰岛队小组次战0∶2输给尼
日利亚，这让他们的晋级形
势变得被动起来。而克罗
地亚队在D组第二轮比赛中
3∶0完胜阿根廷，锁定小组
出线名额的同时也时隔二
十年再次打入世界杯的淘
汰赛，而这场胜利也终结了
克罗地亚队此前四战南美
球队全败的历史。

两战全胜的克罗地亚
队是D组唯一确定晋级的队
伍，至于一平一负的冰岛，
想要小组出线只能在打败
克罗地亚队的前提下观望
另一场比赛的动向。虽然
球星众多，且在国际足联积
分上领先，但克罗地亚队并
无把握击败冰岛队。

从目前的赔率上来看，
顺风顺水的克罗地亚队被
看好，冰岛队虽然上场失
利，但是对于这支战斗力和

意志力都很强的球队来说，
最终结果只能场上见分晓。

“潘帕斯雄鹰”
面临生死一战

尼日利亚队第二场小
组赛2∶0完胜冰岛队，其排
名暂时升至小组次席。阿
根廷队前两场小组赛只拿
到1分，创下了近44年最差
的世界杯小组赛开局成绩，
而上一场0∶3大败给克罗地
亚队则是他们近60年来小
组赛最大的比分失利。

前两场只拿到1分的阿
根廷末轮取胜是晋级前提，
而尼日利亚队通过上一场
击败冰岛的胜利从濒临出
局到掌控命运，手头握有3
分的“非洲雄鹰”最后一轮
取得胜利就可以锁定小组
出线资格，最低限度也要确
保不输。

“潘帕斯雄鹰”目前最
需要解决的就是内部问题，
他们如果能够抛除杂念，最
终战胜尼日利亚从而晋级
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吴佩锷

核心提示 | 本周二，竞彩
世界杯共开售4场赛事。随着
世界杯小组赛接近尾声，有些
小组中，不少球队已提前晋级
16强。比如D组，克罗地亚已
经提前晋级，而尼日利亚战胜
冰岛增加了阿根廷的出线概
率，如果阿根廷战胜尼日利
亚，克罗地亚面对冰岛不输
球，则阿根廷将出线。

6月16日，体彩排列五
全国共开出一等奖49注，单
注奖金10万元。来自我省
南阳的李先生，凭借一张4
元投注的直选票，收获当期
一等奖两注，奖金20万元。

6月19日上午，李先生
来到体彩南阳分中心兑
奖。据了解，李先生购彩多
年，因为总是陪同事买彩票
而与排列五结缘。6月 16

日上午，他去体彩销售网点
购彩，买了一张直选的排列
五彩票，号码为“10834”，一
共打了 2 注，花费 4 元钱。
李先生说，他在买直选票
时，旁边的人表示直选票很
需要技巧，让他再考虑一
下，或者来注其他中奖率高
的游戏。但是一旁的购彩
者劝他，坚持自己的选择最
重要，就算不中奖权当咱们

为公益事业做贡献了！李
先生想着也是，本来就是娱
乐嘛，不需要考虑那么多。

兑奖现场，李先生与旁
边的工作人员一直在聊天，
并庆幸当初没有改变想法，

“幸好听从自己的内心才中
得大奖，不然就要与大奖失
之交臂了！不过还是要感
谢中国体育彩票，今后还会
继续支持体彩公益事业。”

坚持选择 南阳购彩者揽好运
为一张排列五直选票，收获奖金20万元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吴佩锷 通讯员 忽豫楠

喝喜酒买彩票
男子喜中大乐透头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