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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票AⅠ·16

每天坚持购买1注彩票

漯河购彩者意外收获排列五头奖

每注金额
9195 元

50元
5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8172期中奖号码
8 13 20 21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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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3410元，中奖
总金额为256558元。

中奖注数
5 注

433 注
6582 注

406 注
335 注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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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34310 元，本省中奖总金额：
4425891元。

红色球

09
蓝色球

09 11 14 20 27 30

第2018074期

全国
中奖注数

全省
中奖注数

6057912 元
99179 元

3000元
200元
10元
5元

9 注
120 注

2196 注
88763 注

1439570 注
14855930 注

0 注
4 注

54 注
2799 注

51780 注
557915 注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81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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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3552元。

中奖注数
223注

0注
605注

中奖号码：513 “排列3”第18172期中奖号码

2 4 7
“排列5”第18172期中奖号码

2 4 7 4 7

徐新格

福彩3D第18173期预测

比较看好2、3、5有号，重点
可关注百位或十位。四六分解
式推荐：2356——0147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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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6、
017、025、027、037、047、055、
057、067、126、136、138、145、

146、158、166、167、168、236、
238、239、245、256、258、259、
269、338、346、347、348、349、
358、367、378、388。

双色球第18075期预测

红色球试荐：05、06、09、10、
12、14、19、20、25、26、28、29、31。

蓝色球试荐：01、03、05、06、
07。

专家荐号

22选5第18173期预测

大小比例关注2∶3，奇偶比
例关注3∶2，重点号关注03、08、
15，可杀号 11、20；本期可能出
现一组二连号，热点区间关注
一区，推荐一个小复式: 02、03、

04、05、08、09、12、13、15、17、
18、21。

排列3第18173期预测

百位：0、5、6。十位：1、4、
8。个位：3、4、9。 夏加其

6月 1日，体彩排列五第
18145期开出奖号：5、2、3、1、
8，漯河市购彩者王先生仅凭2
元的直选票喜中排列五一等
奖。

6月25日，他在网点业主
的陪同下来到漯河体彩分中心
领走了自己的大奖。

据王先生介绍，他以前没
有接触过体育彩票，两个月前
开车时从交通广播上听到有关
体彩的事，因为第一次听到体
育彩票对其非常感兴趣，随后
他在手机上了解到体彩做的一

些公益项目，“这么多利国利民
的公益事业深深地印在了我的
脑海里，随即我就走进了一家
彩票店，尝试着买了一张2元
的彩票。”从此他就坚持不断地
期期买彩票，只要有时间几乎
每期都会买1注彩票，花钱不
多，在默默奉献爱心的同时也
给自己买份希望。

谈起这次中奖的经历，王
先生告诉工作人员，这组中奖
号码是他机选的，当时没想到
会中奖，就像平时打彩票一样，
每期机选一注排列五已成为他

的习惯。开奖当晚，中奖号码
出来后，当他通过手机查询到
开奖号码和自己买的号码一致
时，他赶紧给彩票店老板打电
话确认是否中奖，经彩票店老
板核实确实中奖了，而且是一
等 奖 ，总 奖 金 高 达 100000
元。确定这个好消息后，王先
生激动得一宿没睡好。

办理完兑奖手续后，王先
生说道：“我买彩票的初衷一是
为了娱乐还有就是奉献爱心，
今后我仍然会购买体彩，支持
体彩公益事业。” 河体

信阳福彩召开
即开票“冠军荣耀”营销培训会

顶呱刮“西游记”闪耀上市

开封购彩者斩获100万元

双色球蓝球杀号定胆技巧

双色球蓝球的重要性显
而易见，因此，缩小蓝球范围
的方法至关重要，以下介绍
几招杀蓝号的方法。

第一，本期的红球末位
若是开出32号，那么尾2和
尾1蓝球建议杀出。

第二，将红一位的号码+
3，若是号码大于16则需减
去16，所得数值即为本期蓝
球杀码。

第三，首位乘以2，大于
16的需减去16，得出的数值
为下期杀码。

第四，前两期蓝球尾数
相乘，尾数加5所得数值，视
为未来杀码。

第五，红三尾的尾数，与
蓝尾相加，得出的数值视为
杀码，若大于 16 则需减去
16。

第六，红三尾的号码加
上蓝球尾数，所得数值的尾
码，在新一期中，需杀出。

第七，将本次的AC值乘
以2，得出的数值减去6，得出
杀码。

第八，前两期的蓝球号
码相加，得数数值与16对比
大小，大于16则减去16，得
出下期杀码。

综上八点，结合参考，可
大大缩小蓝球范围，有助于
新一期的胆码开出。 豫福

6月16日上午，信阳福
彩在阳光宾馆三楼会议室
召开即开票“冠军荣耀”营
销活动培训会，全市投注站
站主及部分销售员参加了
此次培训。

培训会上，优秀培训师
李林将即开票近几年的发
展情况、发展前景、销售规
律及销售技巧等，进行了系
统的总结和提炼，运用详实
的案例，阐述了销售站点该

如何对即开票进行布置、展
示和宣传，并重点对新上市
的即开票“冠军荣耀”玩法
及中福彩、河南福彩、信阳
福彩的营销活动方案进行
了解读。他告诉大家要认
真把握销售的有利时机，做
好服务工作。全程以幽默
的讲解、全面的分析，为信
阳市区站主们上了一堂形
象生动的业务培训课程。
会后大家纷纷表示，这次培

训会让他们掌握了很多非
常实用的技巧，开拓了销售
思路，对今后站内即开票的
销售有很大帮助。

此次信阳福彩组织的
即开票培训会，不仅对新上
市的“冠军荣耀”进行了大
力的宣传，让站主们有了全
面的了解，还详细分析了即
开票的市场潜力，从而提升
了站主们对即开票销售的
重视程度。 豫福

近期，体彩顶呱刮20元
面值新票“西游记”登陆河
南。它是体彩首款西游主
题套票，形象经典，吸睛力
强，趣味性、普适性、艺术性
三者完美结合，最高奖金
100 万元！就是这款经典
票，一上市就受到广大购彩
者的青睐，开封的金先生更
是这款票的“有缘人”，因为
他中得了“西游记”头奖，奖
金100万元。

据悉，金先生是一个铁
杆购彩者，已经买彩票长达

15年之久，他一向喜欢购买
传统型彩票，自从体育彩票
顶呱刮上市以来，金先生就
喜欢不时去彩票店刮几张，
特别是新票上市的时候，总
是要刮个新鲜，几张或几
包，就看新票对不对口味。

中奖那天，他去网点打
了几注七星彩，销售员给他
介绍了新票“西游记”，他就
说拿5张碰碰运气。先刮了
两张中了20元，第三张中奖
号“09”刮开后，他眼前一
亮，票面上出现几个特别小

的零，他有经验，奖票上如
果出现特别小的零不会是
小奖。

经过再三确认，金先生
还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并拿笔在上面画了个圈，心
想真中大奖了吗？经过销
售员确认，确定这次真的中
奖100万元。

“功夫不负有心人。”金
先生说，彩票是国家公益事
业，希望大家多多关心支
持，并且不能盲目购彩，一
定要理性。 河体

今日竞彩重点赛事投注推荐
日期

6/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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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明尼苏达联VS达拉斯FC

推荐

负

奖金

2元

北京时间6月30日上
午8点，2018赛季美职足常
规赛，明尼苏达联将坐镇主
场迎战达拉斯FC。上赛季
两回合较量中，双方各自在
主场取胜，互无优势。如今
达拉斯FC正处于低迷期，
而明尼苏达联主场作战能
力不容小觑，因此本场比赛
达拉斯FC必然能够在客场
全身而退。

重点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