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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票AⅠ·13

洛阳中福在线半年中出41个大奖
总奖金高达983万元，彩民收获满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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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31562 元，本省中奖总金额：
1042615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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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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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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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906 注

每注金额
10597 元

50元
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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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18177期中奖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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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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0690元，中奖
总金额为189699元。

中奖注数
5 注

436 注
6662 注
237 注
257 注
25 注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81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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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4428元。

中奖注数
411注

0注
469注

中奖号码：102

七星彩第18077期预测

重点号码看好1、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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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二位1、4，三位2、8，四位4、6，五
位2、7，六位0、5，七位3、8。

22选5第18178期预测

大小比例关注3∶2，奇偶比

例关注2∶3，重点号关注08、13、
16，可杀号 0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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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07、08、10、12、13、15、16、
18、19、22。

排列3第18178期预测

百位：2、3、9。十位：1、4、
5。个位：0、3、7。 夏加其

专家荐号

“排列3”第18177期中奖号码

2 2 2
“排列5”第18177期中奖号码

七星彩第18076期中奖号码

3 1 1 2 8 2 9

2 2 2 5 7

洛阳福彩中福在线销
售厅以装修典雅，设施齐
备，服务贴心，吸引了众多
彩民前来参与游戏。其中，

“连环夺宝”更是深受彩民
喜爱。

据统计，今年上半年
（截至6月26日），洛阳已有
41位幸运彩民把“连环夺
宝”大奖抱回家，中奖奖金
高达983万多元。

今年2月份，洛阳市珠
江路销售厅接连传出喜
讯。2月4日至7日，该厅彩
民斩获3个25万元大奖，其
中一个大奖更是在第一关
满屏爆出16颗“白玉”，可以
说是一个奇迹，很多人觉得
不可思议，这是近5年来洛

阳中福在线中奖最快纪录。
到了3月，洛阳中福在

线更是喜报频传，三天中出
4个25万大奖。3月9日，
该市西工区中州中路销售
厅，下午5点20分，厅里一
派喜气洋洋，原来坐在9号
机的幸运彩民在投注中福
在线第三关时中出24个绿
宝石，满屏的翠绿春意盎
然。3月10日，洛龙区展览
路销售厅，上午11点40分，
一位幸运彩民投注到第三
关中得24个红宝石，获得
25万全国累积奖。3月11
日，涧西区珠江路销售厅，
下午5点27分，8号机的彩
民老周中出三关25个红宝
石。据悉，该幸运彩民头天

也在8号机投注，果然这台
标注吉利数字的投注机为
他带来了好运。无独有偶，
到了晚上9点35分，偃师市
华夏路销售厅也传出喜讯，
一位新手彩民第二关中得
20个绿宝石，获得了25万
全国累积大奖。

中福在线是休闲娱乐
的好去处，工作之余到这里
购彩已成为彩民的习惯。
就拿中奖彩民张先生来说，
他平时没事就喜欢去玩两
把，纯粹是娱乐，这么多年
一直保持着这个小习惯，

“中奖了当然开心，本来就
是来支持公益事业的，今后
仍然会一如既往地这么
做”！ 豫福

7月 2日，体彩大乐透
第18076期开奖，全国爆出
4注头奖，分别被江苏（基本
2注追加2注）、山东（基本1
注追加1注）、广东（基本1
注）的购彩者擒获。其中，
江苏和山东购彩者采用了
追加投注，单注多得奖金
469万元，使得总奖金达到
1250万元，而未采用追加投
注的广东购彩者仅中得1注
781万元的基本奖金。开奖
结束后，奖池金额达到59.5
亿元。当期全国共销售
1.99亿元，为社会筹集公益
金7184万元。

当期，前区开出号码
“07、18、28、29、32”，后区

开出号码“06、08”。前区大
小比4∶1，奇偶比2∶3，开奖
号码分布较均匀，各号段均
有开出。

当期，全国开出的4注
头奖，分落江苏、山东和广
东。当晚，江苏中出2注追
加头奖，其中1注出自南京，
中奖彩票是一张15元5注
追加单式票，其中1注命中
1250万元头奖。另1注出
自南通，中奖彩票是一张

“7+2”追加小复式票，投注
金额63元，该票不仅中得一
等奖1注，还中得三等奖10
注、四等奖10注，单票中奖
金额1255万元；山东中出
的1注追加头奖出自济宁，

中奖彩票是一张“8+3”追加
复式票，投注金额仅为504
元，该票不仅中得一等奖1
注，还中得二等奖2注、三等
奖15注、四等奖60注和若
干小奖，单票中奖金额1276
万元；广东中出的1注781
万基本头奖出自佛山，中奖
彩票是一张 4 元 2 注单式
票，其中1注命中头奖。

当期开奖结束后，将有
59.5亿元奖池金额滚入7月
4日（本周三）第18077期开
奖。“2元可中1000万，3元
可中1600万”，小伙伴们，
买大乐透追加更划算，快到
你身边的体彩投注站试试
手气吧。 河体

大乐透上期送出4注头奖
59.5亿奖池金额滚入周三

北京时间 7 月 5 日上
午8点，2018赛季美职足常
规赛达拉斯 FC 将在主场
迎战亚特兰大联。上赛季
亚特兰大联与达拉斯 FC
有1次交手，当时坐镇主场
的亚特兰大联以 3∶0 大胜
达拉斯 FC。这场强强对
话的比赛，双方防守均十
分出色，但亚特兰大联攻
击力远胜达拉斯FC，预计
本场比赛亚特兰大联可以
全身而退。

重点点评

今日竞彩重点赛事投注推荐
日期

“二串一”玩法

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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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达拉斯FCVS亚特兰大联

106洛杉矶银河VS华盛顿联

推荐

负

胜

百元可中奖

396元

郑州福彩
“七一”重温入党誓词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
97周年，2018 年 6月 29日
上午，郑州市福彩中心组织
全体党员开展重温入党誓词
活动。郑州市民政局党组成
员、副局长刘鲁豫和郑州市
福彩中心全体党员参加了活
动。

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面
对鲜红的党旗，刘鲁豫和市
福彩全体党员，高举右拳，郑
重地宣读入党誓词：“我志愿
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
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
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
字字铿锵，句句有力，党旗见
证了他们的铮铮誓言。

宣誓活动结束后，刘鲁
豫要求郑州市福彩中心领导

班子及全体党员一定要以更
加务实的工作作风、更加饱
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到福彩
发行工作中去，用行动重温
入党誓词，用行动履行党员
义务，用行动践行福彩宗
旨。

党员们纷纷表示，通过
重温入党誓词活动，进一步
坚定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
今后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
断增强党性意识，积极发挥
先锋模范作用，做一名“让党
放心、让人民满意”的合格党
员，为推进郑州福彩持续健
康发展贡献更大的力量。

豫福

河南体彩“顶呱刮”
万元以上大奖每周战报

河南体彩上周（6月25
日至7月 1）中出万元以上

“顶呱刮”大奖共2个，其中：

1万元—5万元：1个；100万
元：1个。

目前热销票种：西游记

（面值20元）、巅峰对决（面
值5元）。体彩“顶呱刮”，刮
出精彩生活！ 河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