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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风采”22选5开奖公告

河南销售总额为373154元，中奖
总金额为50596元。

中奖注数
0 注

140 注
4020 注
198 注
104 注

2 注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全国开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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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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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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89546 元，本省中奖总金额：
348512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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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18107期

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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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
中奖注数

8438555 元
18553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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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82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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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0380元。

中奖注数
382注
638注

0注

中奖号码：636“排列3”第18249期中奖号码

2 8 9
“排列5”第18249期中奖号码

2 8 9 8 6

徐新格

福彩3D第18250期预测

比较看好隔码2、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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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7、
045、047、055、056、057、067、

118、126、128、136、138、145、
146、147、148、156、158、166、
167、238、239、245、247、249、
256、258、259、267、347。

双色球第18108期预测

红色球试荐：01、03、05、07、
10、11、16、18、20、26、29、32、33。

蓝色球试荐：03、05、07、09、
11。

专家荐号

22选5第182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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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9，可杀号 03、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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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4、

06、08、09、12、13、14、16、17、
19、20。

排列3第18250期预测

百位：2、3、8。十位：1、4、
5。个位：0、6、7。 夏加其

竞彩周五强档推荐

巴黎圣日尔曼欲轻取圣埃蒂安

快乐购彩，量力而行

济源彩民收获中福在线大奖

核心提示 | 本周五，竞
彩共开售了32场比赛。在
法甲方面，4战全胜的巴黎
圣日尔曼最近状态十分火
热，而且他们每场比赛都能
攻入3个或以上的进球，火
力强劲的巴黎圣日尔曼此
役主场出击，面对圣埃蒂安
他们剑指联赛五连胜。

实力不俗
多特蒙德值得高看

多特蒙德上轮客场0∶0
战平汉诺威96，罗伊斯两次
错失破门良机；主帅法夫尔
在这场比赛只用了两个换人
名额。大黄蜂目前伤兵不
少，布尔基在对阵汉诺威96
比赛后感觉大腿不适退出了
国家队，不过目前恢复进度
不错或有机会在周末复出；
边锋普里西奇也在恢复当
中，不过周末复出可能性较
小；格雷罗在葡萄牙国家队
比赛中受伤提前回到多特蒙
德伤情不明，而托普拉克则
还需要两周休息时间。

法兰克福上轮主场1∶2
负于云达不来梅，开场仅10

分钟中后卫萨尔塞多便受伤
离场，下半场则有中场加西
诺维奇伤退，另外左后卫威
廉斯直接染红被罚下，本周
末停赛。前锋帕西恩西亚在
周一训练中拉伤半月板将长
期伤缺。

多特蒙德近4次面对法
兰克福取得3胜1平的不败
战绩，其间均场攻入至少2
球，前者实力明显更胜一筹，
此役多特蒙德值得看好。

坐镇主场
巴黎圣日尔曼无惧对手

巴黎上轮客场4∶2击败
升班马尼姆、4战全胜后独
自领跑积分榜，前锋内马尔、

卡瓦尼、迪玛利亚和姆巴佩
各入一球，后者补时阶段染
红、将停赛3场，此役巴黎发
挥比较一般，全场仅6次射
门；斯托克城前锋舒波莫廷
新近加盟；后卫阿尔维斯仍
在恢复中，后卫库尔扎瓦参
赛成疑。

圣埃蒂安上轮主场0∶0
战平亚眠，虽保持住了不败
金身，但近3场全部与对手
战成平局，比赛中圣埃蒂安
占据了一定优势，但进攻端
效率依然不理想；主力边锋
阿穆马继续养伤，甘冈边锋
萨利布尔加盟。圣埃蒂安近
年几乎逢巴黎必败，实力和
状态都处于明显劣势。

此役巴黎坐镇主场，取
胜有较大把握。

今日竞彩重点赛事投注推荐
日期

“二串一”玩法

9/14（周五）

胜平负游戏单固玩法

9/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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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3多特蒙德VS法兰克福

026巴黎圣日尔曼VS圣埃蒂安

025伯明翰VS西布罗姆维奇

推荐

胜

胜

负

百元可中奖

147元

211元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吴佩锷

9月4日，来自河南福彩
参观团一行50人，来到北京
中彩印制工厂进行实地参
观，共同“走近刮刮乐”，体会
福彩“刮刮乐”的独特魅力。

首先众人参与互动游戏
“幸运PK王”，现场气氛活跃
欢乐，紧张刺激，让代表们不
仅有机会赢取刮刮乐奖金，
还有机会获得“走近刮刮乐”
活动定制的精美礼品。这次
选用的刮刮乐彩票是备受彩

民喜爱的“五倍惊喜”“好运
十倍”等。随后，参观团对刮
刮乐生产车间等进行参观，
实地感受福彩刮刮乐的生产
过程、配送流程，见证了刮刮
乐的公益性与公正性。

参观结束后，众人表示，
此次感受到了刮刮乐的魅
力，一定将所见所闻、福彩刮
刮乐的公平、公正精神带到
彩民中去，也将继续为福彩
事业做出贡献。 豫福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好
礼来袭！近日，顶呱刮新票

“锦绣”，将陆续在我省各地
上市销售。“锦绣”是一款文
化类主题票，单票面值 20
元，头奖100万元。该票设
计大气时尚、高贵典雅，使用
金属墨印刷的票面，洋溢着
浓厚的富贵气息。恰逢国庆
前夕上市，文化主题搭配“锦
绣”名称，饱含美好的祝福。

游戏规则：游戏一，刮开
覆盖膜，如果出现金额标志，
即中得该金额。游戏二，刮

开覆盖膜，如果你的号码中
任意一个号码与中奖号码之
一相同，即中得该号码下方
所示的金额；如果你的号码
中任意一个号码与翻倍号码
之一相同，即中得该号码下
方所示金额的两倍。中奖奖
金兼中兼得。

2018 年 9 月 15 日~10
月7日，河南体彩将开展“迎
锦绣中华，送双节好礼”主题
营销活动。活动期间，购彩
者在我省任一体彩销售网点
购买“锦绣”主题即开票（20

元面值），若单张彩票刮中相
关预埋符号，并经体彩销售
网 点 兑 奖 设 备（IVT 或
BCR）扫描确认（促销兑奖）
后，即可获赠精美礼品一
份。礼品数量有限，先刮先
得，送完为止。（礼品领取及
相关注意事项等内容，详见
活动海报，或咨询全省各体
彩销售网点！）

您所购买的每一张即开
型体育彩票金额中的20%都
将用于社会公益事业。快乐
购彩，理性投注！ 河体

9月 10日下午6点多，
济源中福在线销售厅传来喜
讯，中出累积奖25万元，这
也是该销售厅继5月19日、
8月9日中出大奖后，再次送
出好运。

据悉，本次幸运中奖者
张先生是一位老彩民，家就
住在附近，只要有闲暇时间，
都会来销售厅坐一会玩几
把，他发现这种游戏既可以
休闲放松，又有获大奖的机

会，还能奉献爱心和支持公
益事业。

9月10日下午，和平常
一样，张先生和朋友一起来
到销售厅，抱着试试的态度，
每个人各自要了一张卡，就
开始了“连环夺宝”游戏，进
行到第2关的时候，屏幕上
显示20颗绿宝石连在一起，
接着投注机显示“恭喜中得
累积奖250000元”的字样。

“我中25万大奖了！”张先生

非常激动，喊出声儿来。周
围的彩民听到好消息，也围
拢过来，分享这一喜庆时
刻。

张先生表示，玩中福在
线就是个人爱好，投注也是
量力而行，都是抱着做善事
的心态。“没想到这么幸运能
够中大奖，今后我还会继续
参与中福在线游戏，为福彩
事业尽绵薄之力。”

豫福

迎双节，送好礼

顶呱刮新票“锦绣”感恩回馈

河南福彩参观团
走近刮刮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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