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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竞彩重点赛事投注推荐
日期

“二串一”玩法

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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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汉堡 VS 基尔

012雷丁 VS 德比郡

推荐

胜

负

百元可中奖

335元

每注金额
34072 元

50元
5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8207期中奖号码
1 2 9 12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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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6838元，中奖
总金额为183595元。

中奖注数
2 注

225 注
4422 注

449 注
181 注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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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18134 元，本省中奖总金额：
2969339元。

红色球

14
蓝色球

06 09 12 14 18 27

第2018089期

全国
中奖注数

全省
中奖注数

9128194 元
150007 元

3000元
200元
10元
5元

5 注
172 注
875 注

58019 注
1261577 注
4608518 注

0 注
7 注

23 注
2353 注

51232 注
173474 注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82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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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3344元。

中奖注数
377注

0注
1416注

中奖号码：756
“排列3”第18207期中奖号码

0 0 6
“排列5”第18207期中奖号码

0 0 6 0 9

徐新格

福彩3D第18208期预测

比较看好3、5、7有号，重点
可关注百位或十位。

四 六 分 解 式 推 荐 ：
2357——0146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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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7、056、058、067、078、136、

138、145、147、156、158、167、
178、236、238、239、245、247、
256、258、259、267、278、336、
346、348、349。

双色球第18090期预测

红色球试荐：02、04、07、09、
11、13、14、16、18、19、22、23、27、
30。蓝色球试荐：03、06、08、10、
11。

专家荐号

22选5第18208期预测

大小比例关注2∶3，奇偶比
例关注2∶3，重点号关注06、08、
17，可杀号 11、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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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3、

05、06、08、09、10、13、14、16、
17、20。

排列3第18208期预测

百位：3、4、7。十位：2、5、
6。个位：0、5、9。 夏加其

竞彩周五强档推荐

汉堡全力争取联赛开门红

中福在线再送好运

洛阳彩民喜中25万元大奖

福彩“3D”天天开奖，玩
法简单，中奖几率大，被众多
彩民所喜爱。7月22日，福
彩“3D”游戏第 2018196 期
开出奖号“005”，武威彩市传
来大奖喜讯，位于凉州区南
关 东 路 三 道 巷 南 口 的
62230173 号福彩投注站彩
民通过一张100元单式倍投
彩票，命中大奖5.2万元。

据悉，张先生是福彩的
忠实老彩民，尤其是对“3D”
游戏颇有研究。从刚开始的
随便打几注玩玩，磨练到现
在的研究号码走势选号，张
先生一点一点积累着自己的
购彩经验，慢慢成了一位3D

“专家”。7月22日晚，张先

生路过凉州区三道巷南口的
62230173号投注站，便进去
坐下研究“3D”走势图，他向
销售员表示看好“0”和“5”这
两个数字，但是不确定它们
的位置，他想了好几种投注
方式，包括单选组选搭配，定
位复式等，斟酌了半天，最终
选择了“005”单式倍投 50
倍。没想到，当晚开奖号码
果真是“005”，张先生轻松获
得大奖5.2万元。

张先生说，每天坚持期
期不落地将自己心仪的号码
打成彩票，然后默默等待开
奖，并且为社会公益事业奉
献着自己的绵薄爱心，也是
一种生活乐趣。 中彩

河南体彩上周（2018年
7 月 23 日~2018 年 7 月 29
日）中出万元以上“顶呱刮”
大奖共5个，其中：1万元~5

万元：5个。
目前热销票种：数字密

码(面值10元)。 河体

实力较强
梅斯值得高看

梅斯降级后的首场比
赛旗开得胜，在上轮法乙首
轮客场1∶0力克布雷斯特，
前锋易卜拉希马·尼恩打进
唯一入球。新赛季中后卫
尼亚克哈特转会至美因茨，
不过从首轮比赛看球队的
防线并未受到太大影响；倒
是头号射手鲁斯离队加盟
甘冈对进攻端影响较大。

奥尔良在新赛季首轮
比赛遭遇开门黑，他们在主
场完败给朗斯，看来射手费
利斯-尼戈马、中场费尔哈
普和穆罕默德-班奥马尼的
离队对球队实力影响颇
大。两队最近两次交手是5
个赛季前的法丙赛场，两场
比赛都是客队取胜，但参考
价值已不大。

综合两队实力近况，梅
斯当值得高看。

年轻气盛
汉堡有望取得开门红

汉堡本赛季继续由蒂

茨执教，这位上赛季末段的
“救火”教练曾经在最后几
轮带领汉堡上演抢分高潮，
差点再次实现保级奇迹，但
无奈赛季初挖坑太大，德甲
活化石还是历史上首次降
入德乙。

在夏窗中，汉堡放走了
哈恩、伍德、马夫拉伊、哈利
洛维奇等实力不错的球员，
并且从二队和U19中提拔
了接近10名年轻球员，大打
年轻牌。但首场德乙比赛
之前，他们面临中卫荒，帕
帕多普洛斯和吉迪恩·容在
友谊赛中受伤，年仅19岁的
安布罗修斯有可能被推上
首发。

基尔方面，这支上赛季
的黑马球队在本赛季已经
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功勋
教练安方带着主力中场球
员德雷里还有施卓斯跳槽
科隆，主力前锋杜克施回归
圣保利，基尔的中轴线面临
重组。

两支球队都有不少变
化，但汉堡更加有序向上，
德乙揭幕战，汉堡上演开门
红机会不小。

雷丁新赛季人员变化
很小，放走的都是替补球员
甚至不入主帅克莱门特法
眼的球员，不过也没有重量
级引援，几乎所有新加盟球
员都是自由身，他们仅从考
文垂买入麦克努尔迪花费
了 122万英镑。今夏雷丁
安排了 6场热身赛无一胜
绩，其中最近4场有3场未
能取得入球。

德比郡上赛季排名第
6，附加赛被富勒姆淘汰未
能升超。新赛季他们更换
了主教练，切尔西传奇球星
兰帕德成为德比郡新任主
帅，这也是兰帕德教练生涯
的处子秀。阵容方面，德比
郡放走了边锋魏曼，从彼得
堡联买入前锋马里奥特，引
进布伦特福德前锋约瑟夫
宗，另外还租借和提拔了多
名年轻进攻球员。

德比郡上季表现远胜
雷丁，再加上前者最近友谊
赛表现甚佳，此役当然看好
德比郡收获联赛开门红。

核心提示 | 本周五，
竞彩共开售15场比赛。首
先来看德乙的一场比赛，汉
堡本赛季差点再次实现保
级奇迹，但无奈赛季初挖坑
太大，还是降入德乙，球队
目前以年轻球员居多，有大
打年轻牌的意味。此役面
对基尔，汉堡有取得开门红
的机会。

战绩优异
德比郡取胜在望

7月 23日 17点 33分，
洛阳偃师华夏路中福在线
销售厅迎来了今年该市第
50个“连环夺宝”全国累积
奖。彩民在第三关拍中24
颗红宝石，幸运中出25万元
奖金。

据了解，中奖彩民张先
生当天下午以每注 100分
共5注的投注方式在9号机

进行投注，游戏开始没多
久，在游戏第三关就突然冒
出24颗红宝石，张先生还没
来得及反应，屏幕上就出现

“恭喜中得累积奖 250000
元”的字幕。大奖的突然出
现顿时让销售厅热闹了起
来，工作人员和彩友们纷纷
过来道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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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提醒广大彩民朋友
投注量力而行，购买彩票不
仅是获取一份惊喜，也是为
社会奉献了一份爱心。

据统计，2018年洛阳中
福在线大奖爆棚，截至7月
份，已经中出50个全国累积
奖。 豫福

河南体彩“顶呱刮”
万元以上大奖每周战报

老彩民精准倍投“3D”
斩获奖金5.2万元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吴佩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