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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竞彩重点赛事投注推荐
日期

“二串一”玩法

7/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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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东京FCvs长崎航海

010莫斯科火车头vs莫斯科中央陆军

推荐

胜

胜

百元可中奖

318元

每注金额
9018元

50元
5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8200期中奖号码
5 7 12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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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8606元，中奖
总金额为170293元。

中奖注数
6注

354注
5465注

188注
244注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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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71210 元，本省中奖总金额：
3649536元。

红色球

16
蓝色球

02 07 17 21 23 26

第2018086期

全国
中奖注数

全省
中奖注数

5839185元
173226元

3000元
200元
10元
5元

18注
109注

1524注
70680注

1280294注
10210345注

0注
1注

44注
3003注

52174注
444394注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8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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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8678元。

中奖注数
183注

0注
477注

中奖号码：350

“排列3”第18200期中奖号码

5 9 8
“排列5”第18200期中奖号码

5 9 8 6 3

徐新格

福彩3D第182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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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5、
055、056、057、067、126、128、
136、138、145、146、156、158、

166、167、238、239、245、247、
249、258、259、338、345、346、
347、348、349。

双色球第18087期预测

红色球试荐：01、04、07、09、
12、13、14、17、19、22、24、27、31。

蓝色球试荐：05、07、09、10、
12。

专家荐号

22选5第18201期预测

大小比例关注3∶2，奇偶比
例关注2∶3，重点号关注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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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4、

06、08、09、12、13、14、16、18、
19、21。

排列3第18201期预测

百位：2、3、9。十位：1、4、
8。个位：0、5、6。 夏加其

东京FC在间歇期后取得各项赛事三连胜，上轮更是大比分
击败横滨水手，锋线上此前受伤的永井谦佑和新加盟的林斯都
可以登场，防线上参加世界杯的韩国主力中卫张贤秀归队，目前
可谓兵强马壮。而长崎航海则在间歇期后遭遇三连败，虽有外
援加盟，但球队实力依然处于日职联中下游。本场交锋为两队
队史上第二次交手，继续看好FC东京主场取胜。

莫斯科火车头上赛季自2004年后重夺联赛冠军，转会市场
上从巴黎圣日尔曼租借了波兰中场克里乔维亚克，引进了阿马
卡的尼日利亚后卫伊多乌等。

莫斯科中央陆军新赛季转会市场动作不大，由于后卫瓦辛
还在养伤，引进了巴西球员贝卡奥，阿金费耶夫、费尔南德斯等
多名国脚在世界杯上都有出色发挥。中央陆军综合实力要略胜
一筹，面对联赛冠军并不处于下风。

保持平常心，好运自然来

鹤壁购彩者喜领大乐透头奖

7月22日晚，双色球第
2018084期开奖，焦作市彩
民一鸣惊人，一举中得了河
南省唯一一注一等奖，奖金
达621万余元。一夜之间，
这注双色球一等奖成了焦
作市彩民圈议论的热点，这
也是焦作市福彩本年度中
出的第3注双色球一等奖。

据了解，此次双色球一
等奖出自焦作41080013投
注站，该站点已是经营了17
年的福彩“老店”了。据业
主陈先生介绍，他这间投注
站的销量一直不错，之前双
色球或22选5等游戏的小

奖没少中，只差这注一等奖
了。得知自己的站点中出
大奖，陈先生激动得几乎彻
夜未眠：“我们有个双色球
合买群。昨晚一开奖，我就
收到了站点中出一等奖的
信息，随后我的合买群和朋
友圈就‘爆’了，在群里问
我、在朋友圈道贺的彩民络
绎不绝，大家都特别激动。”

说起中奖彩民的身份，
陈先生表示很难推断。“我
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中奖
彩民不是我这间投注站的
老彩民，否则我不可能一点
印象都没有。”陈先生说，不

过不论是谁中出的大奖，他
和彩民们都衷心祝贺，也希
望更多彩民能邂逅好运。

多年来，陈先生一直以
“诚信经营、热情服务”为理
念，用心经营着投注站。他
始终认为：一分耕耘，一分
收获。自己多年的诚信经
营，赢得了众多彩民支持，
且亲密如好友。

对于此次好运的降临，
陈先生表示购彩是奉献爱
心与幸运同在的行为，真心
希望彩民朋友们都能收获
属于自己的好运。

豫福

7月25日上午，体彩大
乐透第18085期一等奖977
万余元大奖得主，来自鹤壁
的崔先生现身河南省体育
彩票管理中心。

中奖人崔先生所持的
彩票是一张投注金额为10

元的单式单倍票。崔先生
是一位20多年的购彩者，之
前虽然中过多次几万、几十
万的奖金，但这是第一次体
验得到一等奖的感受。据
介绍，他曾经对彩票的真实
性心存疑虑，这次独中977
万余元大奖，疑虑一扫而
空，让他更加确信体育彩票
是公开、公正、透明的。

说起购彩过程，崔先生
表示不想过多透露，只是想
告诉广大购彩朋友要量力
而行，不要冲动高额购彩。

“接触彩票这20多年，见惯
了大起大落的彩民朋友，都
是把购彩看得太重所致。
其实购买彩票是奉献爱心
与娱乐相结合的一种体验，
一定要端正心态，长期坚
持，运气自然就会来，中大
奖也是迟早的事情。”

至于对977万余元奖金
的使用规划，崔先生则表示
不会将中奖的事情透露给
亲属和朋友，也不会冲动消
费，只要自己知道就够了。
崔先生本来就经营一些生
意，之前起起伏伏，算下来
亏过不少钱，不过中了一等
奖总归还是很高兴的，除了
一大部分会继续投资生意
外，还会拿出一部分奖金带
着家人出去旅游一圈，放松
放松。

在领奖结束时，工作人
员特别邀请崔先生向广大
购彩者推荐几组号码。崔
先生从包里摸出了几张彩
票说：“来领奖之前我已经
选好了下期号码，个人感觉
后区会开5、8、12，分享给广
大购彩者，希望人人都有好
运夺得大奖！” 河体

继7月14日，许昌市中
福在线文翠街销售厅中出25
万元累积大奖后，7月18日，
该市中福在线光明路销售厅
再传捷报，一幸运彩民再中
25万元累积大奖。

据销售厅工作人员介
绍，中得大奖的朱先生是一
位新彩民，接触中福在线有
两三个月。7月18日中午吃
过午饭后，天气炎热，就想到
来销售厅乘凉避暑，办好投
注卡后，朱先生以5注200分
的投注方式开始玩“连环夺
宝”游戏。

在游戏进入第三关时，
朱先生改用5注100分的方
式投注，就在第三关马上就
要结束时，突然屏幕上落下
一大片绿宝石，随后出现了

“恭喜中得累积奖25万元”
的提示语。“中了24个绿宝
石。”朱先生轻声地和旁边的
工作人员说了一声，旁边的
彩民随即围了过来，纷纷表
示祝贺。

据悉，此次大奖是许昌
市中福在线今年以来第11
次获得全国累积大奖，距离
上次中得全国累积大奖仅隔
3天。

目前，该市6个中福在
线销售厅正在开展夏季免费
送冷饮活动，舒适优美的环
境，清凉解暑的饮品。全市
中福在线销售厅已成为市民
在炎热夏季休闲娱乐的首选
之地。心动不如行动，赶快
来销售厅一试身手吧！

豫福

时隔3天
许昌中福在线再送好运

中奖彩票 省体彩中心供图

福彩“老店”迎来双色球头奖
奖金621万元，出自焦作41080013投注站

重点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