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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风采”22选5开奖公告

河南销售总额为347636元，中奖
总金额为155888元。

中奖注数
7 注

387 注
5528 注
185 注
211 注
14 注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全国开奖公告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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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奖结果

中奖
号码

奖级 每注金额

本期本省投注总额：13261774 元，本省中奖总金额：
369851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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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82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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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8556元。

中奖注数
729注
604注

0注

中奖号码：828 “排列3”第18235期中奖号码

5 8 4
“排列5”第18235期中奖号码

5 8 4 6 8

徐新格

福彩3D第18236期预测

比较看好隔码0、1、5有号，
重点可关注百位或十位。

四 六 分 解 式 推 荐 ：
1257——0346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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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5、
037、045、047、055、056、058、

067、077、118、136、138、146、
148、149、166、168、169、236、
238、239、249、269、345、347、
356、358、367。

双色球第18102期预测

红球试荐：03、04、06、10、11、
14、17、18、20、21、24、25、30、31。

蓝球试荐：03、05、09、10、
12。

22选5第182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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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可杀号02、08；本期可能
出现一组二连号，热点区间关
注三区，推荐一个小复式: 01、
04、06、07、10、12、13、14、15、
18、19、21。

排列3第18236期预测

百位：1、3、8。十位：0、5、
6。个位：2、4、9。 夏加其

杀号失误，南阳老彩民错失头奖
复式投注命中七乐彩二等奖

大乐透上期爆出8注头奖
奖池滚存至63.08亿元

专家荐号

8 月 27 日晚，福彩 22
选5第2018232期、七乐彩
第2018100期开奖，南阳彩
民收获1注22选5一等奖，
1注七乐彩二等奖。

数据显示，22选5当期
开出02、09、12、16、20，全
省7注头奖，南阳彩民揽入
囊中1注，出自南阳桐柏县
城 关 镇 政 府 对 面 的
41630924福彩投注站。

好运持续，当期南阳彩
民收获的七乐彩二等奖，出

自南召县新汽车站附近的
41631123 福彩投注站，被
老彩民崔先生收入囊中。
据了解，他采用复式“10+
1”投注，除了中取七乐彩二
等奖外，还收获了3个三等
奖，18个四等奖，18个五等
奖，45个六等奖，以及17个
七等奖。

谈起购彩经历，崔先生
表示，七乐彩游戏难度小、
中奖概率相对高一些，于是

“探索”七乐彩成了他的喜

好。当天晚上，七乐彩第
2018100期开奖，崔先生选
好了一个投注额超千元的
复式号码，但考虑到资金
有限，就狠心杀掉两个号，
其中就有开奖号中的基本
号07。而这一杀，让崔先生
与60多万元的头奖失之交
臂，仅命中二等奖2万多元。

“后悔是肯定有的，但
以后会继续关注七乐彩，同
时我还充满了信心。”崔先
生说。

今日竞彩重点赛事投注推荐
日期

“二串一”玩法

8/31（周五）

胜平负游戏单固玩法

8/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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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8赫塔费VS巴利亚多利德

029汉诺威96VS多特蒙德

030 AC米兰VS罗马

推荐

胜

负

负

百元可中奖

232元

270元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琛星 通讯员 孙少君

爆 8 注头奖！8 月 29
日，体彩大乐透第18101期
开奖，全国开出8注头奖，分
落黑龙江、浙江、福建、湖
南、广东、重庆和云南。其
中4注为1019万元（含382
万元追加奖金）追加投注头
奖，4注为636万元基本投
注头奖。开奖过后，大乐透
奖池滚存至63.08亿元。

当期，前区开出号码
“03、14、15、23、29”，后区
开出号码“04、05”。

当期大乐透一连爆出8
注头奖，4 注为 1019 万元
（含382万元追加奖金）追
加投注头奖，落于湖南、重
庆和云南；4注为636万元
基本投注头奖，落于黑龙
江、浙江、福建和广东。

数据显示，云南中出的

2注1019万元追加投注头
奖出自昆明市，这位幸运儿
可是个实力派，仅用一张“2
注号码、2 倍倍投、6 元投
入”的单式倍投票，就擒得
2038万元。

湖南中出的1019万元
追加投注头奖出自怀化市，
中奖彩票为一张3元1注单
式票。

重庆中出的1019万元
追加投注头奖出自万州区，
中奖彩票为一张6+2组合
复式票，投入18元，单票擒
奖1020万元。

福建中出的 636 万元
基本投注头奖出自龙岩，中
奖彩票为一张14+2组合复
式票，单票擒奖652万元。

广东中出的 636 万元
基本投注头奖出自潮州，中

奖彩票为一张前区4胆19
拖+后区 5 拖的胆拖复式
票，单票擒奖661万元。

黑龙江中出的 636 万
元基本投注头奖出自绥化
市，中奖彩票为一张7+3组
合复式票，单票擒奖645万
元。

浙江中出的 636 万元
基本投注头奖出自舟山，中
奖彩票为一张8+3组合复
式票，单票擒奖646万元。

近期，大乐透头奖出奖
势头迅猛，最近5期已开出
25注头奖。当期开奖过后，
大乐透奖池略有下滑，滚存
至63.08亿元。9月，大乐透
将丰盈的奖池和出色的头
奖表现带入这个收获的季
节，感兴趣的朋友别忘了来
采摘一注！ 河体

竞彩周五强档推荐

多特蒙德连胜继续领跑
赫塔费上轮2∶0击败埃

瓦尔取得新赛季首胜，进攻
核心安赫尔以及替补登场的
老队长莫利纳分别进球，新
人海梅·马塔则贡献了助攻，
上一轮中卫和前锋人员表现
都不错，但是中场线球员状
态一般。本周俱乐部签下了
法国后卫弗尔凯尔，伤兵只
有中场贝尔加拉。

巴利亚多利德上轮主场
0∶1输给巴萨，前两轮比赛1
平1负，中场科克曾扳平比
分但被判罚越位，糟糕的场
地成为了赛后焦点，主教练
塞尔吉奥也调侃球员就像

“农场里的农夫”，比赛不时
被掀起的草皮打断。中场路
易斯米·桑切斯、马约拉尔、
前锋伊维·洛佩斯在养伤。

巴利亚多利德防守不错
但是进攻威胁不够，赫塔费
预计坐和望赢。

另一场比赛，汉诺威

96VS多特蒙德，汉诺威 96
在首轮德甲客场1∶1战平云
达不来梅，从比赛场面看他
们完全不逊于主队。本季从
二队提拔上来的中锋韦丹
特，替补上场仅1分钟就为
汉诺威96建功取得领先，可
惜比赛末段的失球让他们未
能在首战取得开门红。后卫
许伯斯和马蒂尼奥伤缺影响
不大，不过中场普里布因伤
倦勤会有一定影响；浅野拓
磨和伍德停赛期满复出。

多特蒙德在首轮主场4∶
1大胜莱比锡红牛，凭借净胜
球优势压倒拜仁等队排名德
甲榜首。新援维特塞尔继德
国杯后在上周末又打进一记
漂亮的倒挂入球，罗伊斯也
同样取得入球。多特蒙德仍
未能买入中锋，该位置暂由
菲利普出任。多特蒙德开局
不错，客场对战汉诺威96也
有较强的往绩支撑。 河体

2018年第34周全省兑
付刮刮乐奖金 366 万元。
其中兑付1万元大奖2个。
本周所有面值彩票均有奖

项兑出。
根据本周奖金兑付情

况分析，北京印象等热点彩
票易中出。

福彩刮刮乐返奖率
65%，中奖面宽，即开即兑，
欢迎购买。

豫福

河南福彩“刮刮乐”
今年第34周大奖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