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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竞彩重点赛事投注推荐
日期

“二串一”玩法

7/11（周三）

胜平负游戏单固玩法

7/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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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济州联 VS 庆南FC

124纽约城 VS 蒙特利尔冲击

062克罗地亚 VS 英格兰

推荐

胜

胜

负

百元可中奖

253元

208元

一个月内爆出俩大奖

济源彩民再中“22选5”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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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11526 元，本省中奖总金额：
3485332元。

红色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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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色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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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18079期

全国
中奖注数

全省
中奖注数

10000000 元
347163 元

3000元
200元
10元
5元

2 注
77 注

733 注
44442 注

936505 注
6613609 注

0 注
4 注

13 注
1786 注

36797 注
266502 注

每注金额
19726 元

50元
5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8184期中奖号码
3 5 11 16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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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6112元，中奖
总金额为197217元。

中奖注数
3 注

335 注
5514 注
208 注
283 注
31 注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818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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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9664元。

中奖注数
265注

0注
875注

中奖号码：473

七星彩第180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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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二
位2、8，三位3、4，四位2、4，五位
1、7，六位4、9，七位0、8。

22选5第18185期预测

大小比例关注3∶2，奇偶比

例关注3∶2，重点号关注07、14、
20，可杀号 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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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05 07 08 10 12 14 16 17
20 22。

排列3第18185期预测

百位：3、4、9。十位：1、5、
6。个位：0、4、7。 夏加其

专家荐号

“排列3”第18184期中奖号码

2 6 1
“排列5”第18184期中奖号码

七星彩第18079期中奖号码

1 1 7 5 9 5 1

2 6 1 6 2

体彩大乐透中出9注头奖
奖池滚存至59.68亿元

1/4决赛面对东道主俄罗斯，克罗地亚在先丢一球的情况下90
分钟1∶1战平对手；英格兰在1/4决赛中2∶0轻取瑞典，时隔28年
后再度杀入世界杯半决赛。克罗地亚方面莫德里奇和拉基蒂奇的
中场组合几乎是本届世界杯上最为强大的，而英格兰方面，他们更
多依靠的还是整体，以及非常成功的定位球战术，本届比赛他们打
入的11个进球有8个来自定位球。克罗地亚连续两轮淘汰赛都在
苦战120分钟后依靠点球制胜惊险过关，相反，英格兰从小组赛开
始，一路下来的赛程要比克罗地亚轻松许多。两支球队各有所长，
这场对话，90分钟内应该能分出胜负。

重点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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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大河报广告中心服务点：
1.郑州市城东路顺河路口南20米路东 66369622 66302345
2.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65796171 65796172
3.中原路与大学路交会处向北50米路东（大学路40号） 67947825 67425030
4.郑州市花园路与纬一路交叉口向西100米纬一路路北 65970450 65970445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河南省康易德医药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吴喜蕾诉你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委定于2018年
9月20日9时开庭，开庭地点为郑州市管城街47号院内党校一
楼。因无法直接及邮寄送达应诉通知书、开庭通知书、仲裁庭
组成情况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申请人的申请书副本，根据《劳
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二十条、第三十九条之规定现向
你公告送达管劳人仲案字[2018]134号应诉通知书、开庭通知
书、仲裁庭组成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申请人的申请书副本，自
发布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请按时到达指定的开庭
场所，拒不按时到达开庭场所的，将按缺席仲裁裁决。

特此公告。
2018年7月11日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河南一枝红杏商贸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沈祥四、王庆春、张红凯、李军、张红兵诉你单位
劳动争议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向你直接及邮寄送达管
劳人仲案字（2018）056、057、058、059、061号裁决书，根据《劳
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二十条之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
自发布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送达后15日内
不服本裁决，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期满不起诉的，裁
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对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决书逾期
不履行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特此公告
2018年7月11日

寻求合作
郑州西大片荒山流转五

十年，可做旅游、种植、养殖
等山坡，可开垦很多土地和
其它用处，租金低、费用少，
前景良好，有意者现场看。

电话：13343783087

注销公告
河南科德医疗器械销售有

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01030822832509）经 股
东会决议，即日起解散公司，本
公司已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
请各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通知
书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
书的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淮阳服务区招标公告
河南高速公路发展有限责任公

司淮阳服务区便利店货架、收银台
更换项目已批准实施，资金已落实，
现进行招标。
1.有意向者请于 2018 年 7 月 11
日-7月 17日来商周高速K119公
里处淮阳服务区领取招标资料。
2.联系人：王磊
电话：18538667171
3.纪检监察员：高宁
监督电话：13838611230

淮阳服务区
2018年7月11日

公 示
根据主管部门批准，我单位将

在中原西路与西三环交叉口西侧，
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与南北侧人
行道及绿化带内，进行郑州市至巩
义市域铁路市政配套工程土建施工
06标段西流湖南站施工。施工时
间2018年 7月1日-2020年 12月
26日。
公示单位：中铁隧道局集团有限公司

2018年7月2日

招标公告
承2018年郑州太古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组合装产品二次混包业务进行统一招

标。诚邀各具备货物装卸或包装服务的企业参与竞标，我们将选择最适合的企业作
为本公司在荥阳外仓的组合装承包商；欢迎有实力的单位前来投标。
一、业务组装地址和量：

组装地址：荥阳市商隐路与郑上路交叉口向北200米路西
组装量：电话或实地考察

二、资质要求：
◆营业执照副本、经营范围包含货物的装卸或包装服务等 ◆银行开户许可证
◆2年以上产品组装相关经验 ◆其他相关资料，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三、报名时间：2018年7月11日至2018年7月15日
有意者请将公司资质发送至wanggenxiang@swirebev.com，邮件中请注明公司全称、地

址、联系人、联系方式等。
联系人：王先生 联系电话：17803828729
四、欢迎具备相关资质的企业实地考察，详细了解。

郑州太古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
2018年7月11日

6月27日，福彩“22选
5”游戏第2018171期开奖，
河南中出2注一等奖，单注
奖金25336元，济源彩民以
一张12元1注的复式票中
得其中一注，中奖站点为东
夫大街 41160042 号投注
站。这是一个月内济源中
出的第二注“22选 5”游戏
一等奖。

7月2日上午，中奖彩
民赵先生一大早就来到济
源市募捐办兑领了这注大
奖奖金。

据了解，赵先生是位福

彩忠实彩民。他高兴地说
道：“我既不好烟也不好酒，
投注福利彩票是我空闲时
间最大的乐趣。平时只要
遇到福彩投注站，都会进去
站会儿，选张彩票。”赵先生
购买福利彩票已有10多年
时间，以往喜欢复式投注，
有时候，他也会和彩友们一
起合买。“常有朋友跟我说，
彩票的中奖几率太低，别再
买了！我没受影响，依旧坚
持投注。毕竟福利彩票是
公益事业，中不中奖，都是
一种奉献；投注不多，收获

快乐！这次中了头奖，确实
令我感觉很意外，也是对我
坚持投注的一种回报吧！”

福彩“22选 5”是河南
省独具特色的地方游戏，彩
民只需从1~22个号码中选
出 5 个，即可投注；“小玩
法、大奖金”“盘小好抓球”
一直是它独有的魅力，更被
彩民誉为“万元户生产线”，
深受彩民喜爱。希望彩民
朋友们不要错过购彩良机，
为自己赢得一份幸运。

豫福

7月 9日，体彩大乐透
第18079期开出9注头奖。
其中7注为基本投注头奖，
单注奖金659万元，落于浙
江、广东、海南和宁夏；2注
为 1055 万元（含 395 万元
追加奖金）追加投注头奖，
分落上海和云南。当期开
奖过后，大乐透奖池滚存至
59.68亿元。

当期，前区开出号码
“03、04、10、27、29”，后区
开出号码“01、05”。前区奖
号跨度较大，最小号码开出

“03”，最大号码开出“29”。
当期全国共中出9注头

奖，其中7注为基本投注头
奖，2注为追加投注头奖。
数据显示，上海中出 1055
万元追加投注头奖出自金
山区，中奖彩票是一张 12
元4注单式追加票。云南中
出1055万元追加投注头奖
出自丽江，中奖彩票是一张
15元5注单式追加票。

广东中出的 659 万元
基本投注头奖出自东莞（1
注）和深圳（3注）。海南中

出的659万元基本投注头
奖出自澄迈，中奖彩票是一
张“7+3”组合复式票，单票
擒奖673万元。宁夏中出
的659万元基本投注头奖
出自银川北区分中心，中奖
彩票是一张10元5注单式
票。浙江中出的659万元
基本投注头奖出自台州，中
奖彩票是一张“8+4”组合复
式票，单票擒奖686万元。

当期开奖过后，大乐透
奖池小幅下降至 59.68 亿
元。 河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