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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票AⅠ·12

每注金额
1211元

50元
5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8260期中奖号码
4 12 13 19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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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4262元，中奖
总金额为387118元。

中奖注数
13注

880注
7734注

450注
734注
113注

414398元
22199元
1675元
200元
50元
10元
5元

福彩“七乐彩”开奖公告

一等奖（7+0）
二等奖（6+1）
三等奖（6+0）
四等奖（5+1）
五等奖（5+0）
六等奖（4+1）
七等奖（4+0）

中奖结果

中奖号码

奖级
每注
金额

第2018112期

全国
中奖注数

3注
8注

212注
579注

6296注
8795注

68736注

全省
中奖注数

0注
0注
6注

18注
182注
271注

2080注

05 07 13 18 27 28 29 17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82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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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2344元。

中奖注数
203注
166注

0注

中奖号码：4 7 4
“排列3”第18260期中奖号码

6 6 4
“排列5”第18260期中奖号码

大乐透第18112期中奖号码

前区03 07 08 09 29后区09 10

6 6 4 5 4

专家荐号

徐新格

福彩3D第18261期预测

本期比较看好 2、3、7 至少
开出一个，重点可关注百位或
十 位 。 四 六 分 解 式 推 荐 ：
1237——0456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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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6、037、038、047、057、
067、129、136、138、147、167、

178、236、238、239、245、247、
249、256、258、267、347、348、
349、358、366、367、368。

双色球第18112期预测

红色球试荐：03、04、08、10、

13、14、15、19、20、22、25、26、30、
31。蓝色球试荐：03、04、05、11、
12。

七星彩第18112期预测

重点号码看好1、5、6，奇偶比
例关注4∶3，大小比例关注4∶3，定
位重点关注号码：一位1、6，二位
2、5，三位5、7，四位4、6，五位1、7，
六位3、6，七位5、6。

22选5第18261期预测

大小比例关注2∶3，奇偶比
例关注2∶3，重点号关注02、10、
19，可杀号14、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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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5、
07、08、09、10、12、13、16、17、19。

大乐透第18113期预测

推荐“9+3”：05、08、13、18、
23、26、27、30、34+01 06 08。

排列3第18261期预测

百位：2、4、9。十位：0、5、
6。个位：2、3、8。 夏加其

体彩顶呱刮送好运

周口购彩者收获“锦绣”百万奖金

今日竞彩重点赛事投注推荐
日期

“二串一”玩法

9/25（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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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纳哥 VS 昂热

026 国际米兰 VS 佛罗伦萨

推荐

胜

胜

百元可中奖

230元

分析七星彩头尾规律要
看七星彩的遗传性，这里所说
的遗传是指上期对下期的遗
传（包括座号遗传，斜号遗传，
有的地方叫重号下传），这是
看号后，确定选号中大奖的一
个基本原则。

七星彩左右斜线看号的
重号性：七星彩头尾规律，左
右斜线的重号占出号概率的
80%~90%。两号重，三连
重，跳位重，对称重，四位重，
很少出现五六位重号。这在
看号中也要特别注意，也是七
星彩看号所要把握的原则。

七星彩的前两位和后两

位应是前后“相互应用”，也叫
“相互套号”，这种相互指的是
把它们看成一组号，四位一组
（包括上期的前两位对下期的
后两位，上期的后两位对下期
的前两位）。在看前两位号的
过程中，仔细分析能准确定位
后两位，实践证明这种应用很
好，应引起彩民的关注。

七星彩，七条跑道，七组
球，期期出的重号在购彩者眼
里可谓“防不胜防”。从以往
的开奖号码中可以看出，其中
的一个特点是重号多，因此只
有认真关注重号，才可能增大
中奖的概率。 中体

9月18日下午，位于周
口市太康县许楼化工厂对
面的4116270061体彩网点
传来喜讯，购彩者李先生一
举“擒获”体彩顶呱刮“锦
绣”100万元大奖。

据该网点业主透露，中
奖者李先生是体彩的忠实

“粉丝”，各种玩法都很擅
长，对体彩顶呱刮即开票更
是情有独钟，特别是每当新
票上市之时，更是要“一刮
为快”。

9月18日下午，李先生
像往常一样来到体彩销售
网点，业主郑春明“不失时
机”地向他推荐了新票“锦

绣”上市及促销活动的信
息。他听完之后当即挑选
了两包，“津津有味”地刮了
起来，不承想在第二包的第
二张，就有了巨大的“斩
获”：100万元大奖！一时
间，网点内轰动了，人流攒
动，热闹非凡，大家纷纷表
示祝贺的同时，都想亲眼目
睹百万巨奖的“庐山真面
目”，而此时，李先生早已激
动地说不出话来。

“锦绣”主题即开票于9
月14日在我省上市销售，该
票面值20元，最高奖金100
万元。截至9月17日，周口
市已中出100元奖级多达

1000余个！
同时，9月 15 日至 10

月7日期间，该票种在全省
范围内开展了“迎锦绣中
华，送双节好礼”的主题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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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情见活动
海报或咨询我省各体彩销
售网点。 河体

国际米兰上周末客场
对阵主场龙桑普多利亚，比
赛进行至第93分11秒，双
方依旧0∶0难分伯仲，在纳
因格兰、阿萨莫阿的进球相
继被吹之后，布罗佐维奇站
了出来，他的读秒绝杀帮助
球队以1∶0的比分凯旋而
归。继欧冠小组赛逆转击
败热刺后，国际米兰又在联
赛中完成绝杀，两场“争气
波”令蓝黑军士气高涨。目

前他们联赛以2胜1平2负
的成绩，排名第9。

不过本赛季国际米兰
联赛主场没有以往稳定，除
在欧冠逆转击败热刺外，此
前两轮意甲分别被都灵逼
平，甚至被帕尔马爆冷击
败，主场战斗力下滑严重。

上周末，佛罗伦萨主场
迎战本赛季表现出色的费
拉拉SPAL，不过他们凭借
实力优势占据场上主动，射

门次数是对手的3倍，并最
终以3∶0的比分获得大胜，
终结不胜之旅。

本赛季从尤文租借来
的攻击手皮亚察上轮为球
队先开纪录，打进其加盟佛
罗伦萨后的处子球，随后他
还助攻基耶萨打进1球，状
态相当出色。

上轮全取3分后，佛罗
伦萨暂时排名积分榜第 3
位。除了进攻端人才济济
外，佛罗伦萨本赛季防守表
现也值得称赞，目前5轮联
赛战罢，球队仅仅丢掉3球，
与桑普并列意甲防守最佳，
攻防两端的表现令人满
意。至于往绩方面，佛罗伦
萨客战国际米兰处于绝对
的下风，最近15次客场挑战
输足13次。目前国米状态
在回暖，而佛罗伦萨晋级客
场表现一般，此役后者恐难
全身而退。 中体

竞彩周二强档推荐

状态回暖 国际米兰信心满满

9月15日，体彩大乐透
第18108期开奖，江苏省连
云港市一位购彩者以一张2
元单式票喜中1注二等奖，
斩获奖金25.7万余元。

当天下午5点多，中奖
者乔先生路过体彩 07578

网点，被门口中得100万的
喜报所吸引，看着红红火火
的喜报，乔先生心动了，便
机选了1注体彩大乐透。

可没曾想到，乔先生这
一无意之举却意外中得二
等奖。得知中奖后，乔先生

十分开心。9月17日一早，
他前往连云港市体彩中心
领取了奖金。谈及奖金的
规划，他激动地表示，首先
给自己和爱人每人换一部
新手机，其他的资金会存下
来留作他用。 河体

一时心动
他机选命中大乐透二等奖

分析头尾规律
助您收获七星彩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