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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全国开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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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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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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05320 元，本省中奖总金额：
452778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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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18254期中奖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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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风采”22选5开奖公告

河南销售总额为346116元，中奖
总金额为174599元。

中奖注数
4 注

282 注
5004 注
216 注
229 注
27 注

“排列3”第18254期中奖号码

0 2 1
“排列5”第18254期中奖号码

七星彩第18109期中奖号码

3 7 5 1 7 8 5

0 2 1 5 2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82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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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4736元。

中奖注数
510注

0注
865注

中奖号码：657

七星彩第18110期预测

重点号码看好0、5、6，奇偶比
例关注3∶4，大小比例关注4∶3，定
位重点关注号码：一位0、5，二位
2、6，三位4、8，四位0、7，五位5、
6，六位0、8，七位4、5。

22选5第18255期预测

大小比例关注 3∶2，奇偶

比例关注3∶2，重点号关注05、
13、20，可杀号12、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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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6、08、09、11、13、14、
15、18、19、20。

排列3第18255期预测

百位：1、4、8。十位：2、5、
7。个位：0、5、6。 夏加其

9月17日，体彩大乐透
第18109期开奖，全国开出3
注头奖。本期全国共销售
1.93亿元，为社会筹集彩票
公益金6969万元。

本期，前区开出号码
“10、16、23、25、34”，后区开
出号码“02、05”。全国共开
出 3注头奖，分落河北、江
苏、浙江三地。其中，江苏和
浙江中出的是1533万元（含
575万元追加奖金）追加投
注头奖；河北中出的是958
万元基本投注头奖。

数据显示，浙江中出的
1533万元追加投注头奖出
自宁波，中奖彩票是一张前
区3胆32拖的胆拖复式票，
除中得1注追加一等奖外，
还命中60注追加三等奖和
435注追加四等奖，单票中
奖金额达1602万元。

江苏中出的1533万元
追加投注头奖出自无锡，中
奖彩票为一张15元5注单式
票。

河北中出的958万元基
本投注头奖出自廊坊，中奖

彩票是一张6+3组合复式
票，共投入36元，单票擒奖
1008万元。

本期，二等奖奖金成色
十足。二等奖全国共开出
37注，每注奖金为23.45万
元；其中 13 注采用追加投
注，每注多得奖金 14.07 万
元。本期开奖结束后，大乐
透奖池小幅攀升，滚存至
65.15亿元，再创历史佳绩。
一注大乐透，一份爱心；一串
数字，一个惊喜。本周三，大
乐透与您不见不散！ 河体

大乐透再送3注头奖
其中，2注为1533万元追加头奖

今日竞彩重点赛事投注推荐
日期

“二串一”玩法

9/19（周三）

胜平负游戏单固玩法

9/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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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6顿涅茨克矿工 VS 霍芬海姆

015皇家马德里VS罗马

016巴伦西亚 VS 尤文图斯

推荐

胜

胜

负

百元可中奖

243元

169元

专家荐号

2018年第37周全省兑
付刮刮乐奖金563万元。其
中兑付 20 万元大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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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壕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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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秋送爽，福彩送好运

新乡俩彩民摘中福在线大奖
秋高气爽，好运连连。

进入9月，新乡市华兰大道
综合销售厅好运不断，喜事
扎堆。

9月3日19时45分，幸
运彩民宋先生在玩中福在线
游戏连环夺宝第二关喜中
25个绿宝石，摘得本月该厅

第一个25万大奖。
紧接着9月9日21时04

分，老彩民周先生在玩连环
夺宝第三关喜中25个绿宝
石，顺利摘得本月第二个25
万大奖。

一周内，华兰大道销售
厅爆出两注大奖，真是可喜

可贺，令众多彩民羡慕不已，
纷纷前来试手气。

新乡市华兰大道销售厅
自建厅以来，始终秉承“服务
至上”“细节至上”，以一流的
环境，一流的服务，一流的团
队赢得顾客，引来彩民，创造
佳绩。 豫福

“走近刮刮乐”
河南彩民零距离见证公益

8月底，河南彩民观摩
团来到石家庄市胶印厂参加

“走近刮刮乐”活动，他们当
中有站主、有彩民、有福彩工
作人员，共同开启刮刮乐探
秘之旅。

代表团成员首先通过宣
传片观看刮刮乐的设计主
题、安保措施等内容，详细了
解刮刮乐大千世界，探秘刮

刮乐的前世今生。随后进入
“走近刮刮乐”活动最有趣的
环节——幸运PK赛。现场
刮彩票，层层PK中奖金额，
最终郭女士成为胜利者。

接着，成员们来到刮刮
乐生产车间、刮刮乐彩票陈
列室，观看刮刮乐整个制作
流程，欣赏历年有收藏价值、
有特殊定义的刮刮乐，共同

见证彩票背后的公益性。
“此次走近刮刮乐让我

收获颇丰，虽然从事福彩工
作，但是没有机会一下子看
这么多种刮刮乐，这次算是
大饱眼福了！并且亲眼见到
了刮刮乐的生产流程，以后
我就能为彩民解读得更透
彻，消除他们心中疑惑了。”
郭女士说。 豫福

竞彩周三强档推荐

C罗打破球荒
尤文反客为主

巴伦西亚上周末联赛
主场被皇家贝蒂斯 0∶0逼
平，新赛季4轮过后仍无胜
绩，其中有3场平局，而且上
周末的比赛，他们的主场控
球率居然低至39%，后腰孔
多比亚开场14分钟就受伤
提前离场，周中复出的前景
并不乐观。

尤文图斯上周末主场
面对新赛季状态不错的萨
索洛，结果2∶1小胜，之前三
轮零进球的C罗梅开二度，
个人在意甲也终于开斋；主
帅阿莱格里轮换幅度不小，
首次首发的后腰埃姆雷·詹
两次助攻，给了他更多选
择，争议较大的迪巴拉也得
到首发机会，皮亚尼奇和基
耶利尼等人轮休。C罗破荒
是尤文巨大利好，欧冠是他

最擅长的舞台，应可力助尤
文凯旋。

另一场比赛，皇马上周
末联赛客场1∶1战平毕尔巴
鄂竞技，联赛三连胜开局势
头被终结，球队上半场率先
丢球，替补出场的中场伊斯
科下半场在贝尔助攻下扳
平比分。

罗马上周末主场2∶2爆
冷被切沃逼平，联赛首轮开
门红之后连续3轮不胜，前
锋沙拉维和中场克里斯坦
特上半场就帮助球队2∶0领
先，但下半场他们被对手连
进两球；队长德罗西轮休，
当时因伤缺席的中场帕斯
托雷周中也能出场。罗马
新赛季开局表现不稳，做客
伯纳乌不值得看高。

河体

河南福彩“刮刮乐”
今年第37周大奖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