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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竞彩重点赛事投注推荐
日期

“二串一”玩法

7/3（周二）

胜平负游戏单固玩法

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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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5瑞典VS瑞士

101天狼星VS松兹瓦尔

056哥伦比亚VS英格兰

推荐

平

负

负

百元可中奖

676

193元

每注金额
7864 元

50元
5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8176期中奖号码
6 8 9 13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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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9714元，中奖
总金额为178316元。

中奖注数
7 注

420 注
5709 注

199 注
259 注

20 注

311778 元
9376 元
1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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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76期

全国
中奖注数

4 注
19 注

311 注
829 注

8893 注
14477 注
92131 注

全省
中奖注数

0 注
0 注

13 注
30 注

339 注
545 注

3352 注

08 13 16 22 25 28 30 06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81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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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9738元。

中奖注数
745注

0注
1242注

中奖号码：2 3 5
“排列3”第18176期中奖号码

2 0 7
“排列5”第18176期中奖号码

大乐透第18076期中奖号码

前区07 18 28 29 32后区06 08

2 0 7 8 4

专家荐号

徐新格

福彩3D第18177期预测

比较看好6、8、9有号，重点
可关注百位或十位。

四六分解式推荐：1689——
0234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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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128、
136、138、145、146、147、148、

156、158、167、178、236、238、
249、256、258、259、269、278、
336、346、349、356、366。

双色球第18076期预测

红色球试荐：04、05、09、10、
14、15、18、19、24、25、29、30、31。

蓝色球试荐：05、06、07、15、
16。

七星彩第18076期预测

重点号码看好2、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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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二位5、6，三位3、7，四位1、8，五
位2、5，六位3、8，七位1、6。

22选5第18177期预测

大小比例关注2∶3，奇偶比例
关注3∶2，重点号关注05、10、13，
可杀号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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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2、05、06、07、
09、10、12、13、14、17、19。

大乐透第18077期预测

推荐“9+3”：04、11、13、18、
22、25、27、30、34+03、07、11。

排列3第18177期预测

百位：1、5、7。十位：3、4、
6。个位：3、6、8。 夏加其

好运接二连三

平顶山彩民三夺“顶呱刮”大奖

市区购彩者
刮中“橙蓝粉”大奖

近日，平顶山市新华区
十一矿4104020041网点一
位购彩者，喜中“顶呱刮”5
元面值的新票“橙蓝粉”头
奖10万元。中奖者张先生
得知中奖后，便迫不及待地
来到省体彩中心平顶山分
中心兑奖。

在兑奖现场，张先生介
绍说：“平时我就喜欢买体
育彩票，只要一有时间我就
会到彩票店买点彩票，经常
会买的有大乐透、竞彩和

‘顶呱刮’，但最钟爱的还是
‘顶呱刮’这种即开型彩
票。”据了解，他本是抱着买
几张玩玩的心态，没想到喜
事儿就这样发生了。

宝丰购彩者
刮中“十周年”20万元

好运接力，位于平顶山
市宝丰县城山河路北段
4104210042 网点，一名购
彩者刮中“顶呱刮”5元面值
的彩票“十周年”20万元大
奖。

据该体彩网点销售员
介绍说，5月17日下午，一
位购彩者来到店内，本来是
核对前一天购买的大乐透
是否中奖，结果兑完奖后，
销售员向他推荐了体彩顶
呱刮 5元面值“十周年”彩
票。这位购彩者毫不犹豫
地挑选了10张，当刮到第五
张的时候他不淡定了，跳了
起来喊着：“中奖了，中奖
了，20万大奖！”

叶县购彩者中出
“黄金之城”40万元

当大家还在议论宝丰
中出20万元大奖的时候，叶
县又传来喜讯。叶县广安
路北段的 4104220044 网
点，一名购彩者刮中10元面
值的彩票“黄金之城”40万
元大奖。

该网点业主介绍说，5
月18日下午一位购彩者进
到店内，先玩了几期泳坛夺
金，在等待开奖的时候买了
14 张 10 元面值“黄金之
城”。十几分钟后，这位购
彩者淡定地对销售员说；

“我中了40万！”销售员半信
半疑地接过彩票看了一眼，
千真万确就是中了40万元
大奖。 河体

核心提示 | 最近这段时间，我省彩市好消息不断，特别是赶上世界杯，体彩大奖更是遍
地开花。这边竞彩大奖一个接一个，多得让人数不过来；那边顶呱刮大奖也是中不停。来
自平顶山的三名购彩者连夺3个“顶呱刮”大奖，简直就是拿奖到手软的节奏。

竞彩世界杯周二推荐

三狮军团力战哥伦比亚
在小组赛末轮，哥伦比

亚1∶0力克塞内加尔，并以
小组头名晋级16强，头号球
星哈梅斯·罗德里格斯则在
第31分钟就因小腿受伤提
前离场，关键时刻，巴塞罗
那中卫米纳打入个人本届
世界杯第二球，帮助球队拿
下宝贵三分。双后腰卡洛
斯·桑切斯和乌里韦上一场
都轮换进入首发，状态不错
的他们，本场比赛很有可能
会继续把持首发位置；同
时，根据赛后检查，哈梅斯
的伤势比预想的要轻，只是
水肿而非肌肉撕裂的他，已
经在喀山的驻地恢复了球
队合练，届时应该可以出战
英格兰，如果不行，穆列尔
将是他的首选替补。

提前晋级16强的英格
兰，在小组赛末轮比赛中轮
换了8名球员，包括头号射
手哈里·凯恩，只有门将皮
克福德、中卫斯通斯和中场
奇克继续首发，而后者还是
因为德勒·阿里在首战受伤
才连续得到首发的机会，最
终他们0∶1负于对手，但以

小组第二出线的他们分在
了整体实力相对较弱的下
半区，也算是个利好。斯通
斯在比赛中小腿受伤提前
离场，不过他和德勒·阿里
上周末都参加了球队的合
练，此战出场估计都没问
题；奇克因为身体状态原因
只是进行了个人训练，中场
德尔夫因孩子出生告假赶
回英格兰，不过按照计划他
也会在淘汰赛前归队。

小组赛上，哥伦比亚在
先输一场的情况下强势反
弹晋级16强，英格兰则相对
轻松地在两轮之后就取得
出线权，最后一场小组赛得

到难得的休整机会，虽然输
了球，但分在看起来较弱的
下半区，对他们更好，不过，
他们首先得通过哥伦比亚
这一关。

哥伦比亚从H组中逆
袭，士气不弱，但头号球星
哈梅斯·罗德里格斯的身体
状态对他们来说是个隐
患。英格兰本届难得低调，
但球队的内部气氛是多届
大赛以来最好的，有哈里·
凯恩的存在，在得分这一环
节上，看起来也比哥伦比亚
更加靠谱。这场对话，初步
仍建议支持英格兰实现晋
级。 河体

老彩民坚持20年终获巨奖
8+2复式追加票助其收获2421万元

来自江苏省盐城的许先
生曾经两次因为前区错了一
个号码，与头奖擦肩而过，最
后只中得体彩大乐透三等
奖。然而，在体彩大乐透第
18060期开奖中，许先生终于
与头奖撞了满怀，把当期一等
奖收入囊中，单票奖金总计
2421万元。

帮助许先生斩获大乐透
头奖的是一张“8+2”的复式
追加票，因为当期正值大乐透

6亿派奖，许先生获得奖金总
计 2421 万。由于当时正值

“乐善奖”派奖，还中得了10
注“乐善奖”六等奖，可谓是喜
上加喜。

在兑奖现场，许先生告诉
工作人员说，他购彩近20年，
其间多次中奖，这不仅仅是幸
运，更是多年坚持的回报。他
表示，今后仍旧会支持中国体
育彩票，支持体彩公益事
业。 河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