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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全国开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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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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34412 元，本省中奖总金额：
407603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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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182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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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4420元，中奖
总金额为155756元。

中奖注数
1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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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77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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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注

“排列3”第18261期中奖号码

3 5 2
“排列5”第18261期中奖号码

七星彩第18112期中奖号码

8 3 9 9 6 1 4

3 5 2 3 9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82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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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0710元。

中奖注数
150注

0注
792注

中奖号码：809

七星彩第18113期预测

重点号码看好0、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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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二位
4、5，三位3、6，四位5、9，五位0、7，
六位1、6，七位4、5。

22选5第18262期预测

大小比例关注 3∶2，奇偶

比例关注2∶3，重点号关注06、
13、20，可杀号03、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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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05、06、08、09、12、13、15、16、
18、19、20。

排列3第18262期预测

百位：1、3、8。十位：2、6、
7。个位：4、6、9。 夏加其

中秋之夜 大乐透头奖花落许昌
采用胆拖投注，共揽奖金956万元

今日竞彩重点赛事投注推荐
日期

“二串一”玩法

9/26（周三）

胜平负游戏单固玩法

9/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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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6利物浦 VS 切尔西

052塞维利亚 VS 皇家马德里

010湘南海洋VS川崎前锋

推荐

胜

负

负

百元可中奖

273元

146元

3注头奖庆中秋，9月24
日晚，体彩大乐透第18112
期开奖，其中1注为1491万
元（含559万元追加奖金）追
加投注头奖，落于福建；2注
为931万元基本投注头奖，
分落内蒙古和河南。

本期前区开出号码“03、
07、08、09、29”，后区开出号
码“09、10”。中秋之夜，0字
头号码格外活跃，前区一下
开出了4个0字头号码，且均
为近期热码。其中“03”重复
上期开出，“07、08、09”为一
组三连号。唯一的非0字头
号码“29”与“09”呼应，组成
了一组同尾号。

后区开出“09、10”一奇
一偶的大连号组合，且同为
近期偏冷的号码，此前已分
别休息了11期和9期。目前
后区最冷号码为消失了18
期的“08”。

数据显示，福建中出的
1491万元追加投注头奖出
自宁德，中奖彩票是一张15
元5注单式票，其中1注命中
追加头奖。

河南中出的931万元基
本投注头奖出自许昌，中奖
彩票是一张前区2胆4拖+
后区1胆4拖的胆拖复式票，
单票擒奖956万元。

内蒙古中出的931万元

基本投注头奖出自呼和浩
特，中奖彩票是一张7+2组
合复式票，共投入42元，单
票擒奖935万元。

本期二等奖全国共开出
88 注，每注奖金为 7.65 万
元；其中 38 注采用追加投
注，每注多得奖金 4.59 万
元。三等奖开出856注，每
注奖金为3112元；其中340
注采用追加投注，每注多得
奖金1867元。

开奖过后，大乐透奖池
小幅攀升，滚存至 65.21 亿
元，再创历史佳绩。节庆过
后，大乐透精彩继续！

河体

9月 16日，福彩“22选
5”第2018252期开出头奖3
注，每注奖金19872元，其中
1注喜落济源，出自济源市
五龙口尚庄村41168007投
注站。

21日，中奖站点业主陈
先生带着中奖彩票兑取奖
金，原来此次揽获“22选5”
游戏大奖是8名彩民合买所
中，采用的是复式投注。

据陈先生介绍，合买能
够分散资金压力、提高中奖
几率等。因此他作为投注站
业主为了更好地服务彩民，
他便时常组织“合买团”，购
买“22选5”“双色球”。

自从组织合买后，他每
天会在群里发起一组“22选
5”的8码复式号，还有双色
球自选号，期期不落，从组织
到选号再到购买他都是亲力
亲为。今年的22选5大奖就
是由他组织合买的，当时追
了几期，最终功夫不负有心
人，终于博得了头奖。而且
去年他组织合买的“22选5”
也中了两次头奖。“在合买过
程中，大家互相了解，逐渐建
立了深厚的友谊！”

因为基本上每次都是陈
先生负责看走势、选号码，然
后在微信群里通知大家，彩
民都很信任他。有时错过大

奖，陈先生都会很愧疚，给大
家道歉。合买彩民也都会安
慰他：“彩票中奖本来就是小
概率事件，这次不中，下次还
有机会。”就是这样一份信
任，让他们有了默契，期期不
落地坚持下来。

“我特别喜欢合买这种
方式，投入不多，还能有回
报，以后大伙会继续一起努
力，幸运之神一定还会降
临！也感谢福彩给我们带来
了这么大的幸运，回去以后
我们都要好好规划奖金，都
用在有意义的事情上。”陈先
生说。

豫福

合买福彩 济源彩民揽入好运
8人参与，复式投注命中“22选5”头奖

上周，一连几日的秋雨
让人们感受到秋天的微凉，
路上的行人较以往少了些
许，而中福在线大厅成了人
们休闲娱乐的好去处。这
不，三门峡市黄河路中福在
线厅再传喜报，彩民赵先生
中出了“25万元”大奖。

9月19日下午，赵先生
走进黄河路中福在线销售
厅，像以往一样充了50元投
注卡，开始了“夺宝”之行，本
想着打发一下无聊的时光，

放松一下心情。面前屏幕上
的宝石有节奏地纷纷落下，
投注的点数时减时增。游戏
进入第三关，这时他转过头
看旁边人的投注机屏幕，想
看看别人的运气如何，旁边
的彩民也向他这边看了看，
只见赵先生面前的屏幕上一
下子落了满屏“红钻”，不由
得喊了一声：“你中了！”赵先
生回头时屏幕已提示“恭喜
中得累计奖金250000元”。

随后，工作人员一边祝

贺他一过为他办理兑奖手
续。中福在线厅里也热闹起
来了，彩民们谈论起来，也朝
着这边赵先生瞅来，羡慕地
说：“你运气真好！”

中福在线“连环夺宝”这
款游戏因玩法简单、画面精
美、返奖率高等特点深受彩
民喜爱。数据显示，今年三
门峡彩民已经中出8个25万
元中福在线大奖，不少彩民
收获到了惊喜。

豫福

无聊打发时光 彩民意外收获大奖
三门峡彩民喜领中福在线25万元奖金

本周三，竞彩共开售60
场比赛。皇家马德里上轮比
赛 1∶0小胜来访的西班牙
人，此役将面对连续大胜且
士气不错的塞维利亚，不过
好在皇马主力球员都将回
归，而且两队实力相差还是
较大，此战倾向皇马取胜。

利物浦上周末主场3∶0
轻取南安普敦，两条战线7
连胜也创造了队史126年来
的最佳开局，这也是主帅克
洛普执教生涯的第600场比
赛，欧冠替补绝杀的菲尔米
诺回到首发。

切尔西上周末做客被西
汉姆联0∶0逼平，赛季全胜
势头被断，中卫吕迪格肩膀
受伤，估计会让位于老将卡
希尔；边锋佩德罗因喉咙发
炎上周末没有参赛，周中复
出待定。

两队周末联赛还有直接

对话，这场比赛估计都会有
所保留，主场作战的利物浦
可以稍微看高。

塞维利亚继欧联杯大胜
后，上周末做客6∶2击败莱
万特，本耶德尔连续两场比
赛打入5球。后卫阿马杜在
欧联杯中手臂受伤近期将无
缘比赛，后卫埃斯库德罗、梅
尔卡多等也都在养伤。

皇家马德里上轮1∶0小
胜来访的西班牙人，相比欧
冠3∶0击败罗马，主教练洛
佩特吉轮换了5人，贝尔、马
塞洛、纳瓦斯等人得到轮休，
阿森西奥打入制胜球，洛佩
特吉赛后对于球队下半场的
表现提出了批评，伤病是后
卫卡瓦哈尔。

塞维利亚连续大胜士气
不错，不过对手实力始终不
强，而皇马主力球员都将回
归，此战还是倾向皇马取胜。

竞彩周三强档推荐

主场作战 利物浦可保不败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吴佩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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