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注金额
19145元

50元
5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8263期中奖号码
1 7 8 1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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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806元，中奖
总金额为189948元。

中奖注数
3注

287注
5272注
195注
225注
36注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全国开奖公告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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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08722 元，本省中奖总金额：
4284605元。

红色球

09
蓝色球

01 06 09 16 25 26

第2018113期

全国
中奖注数

全省
中奖注数

5895165元
59175元

3000元
200元

10元
5元

11注
208注

2114注
95883注

1532946注
12771281注

0注
2注

58注
3570注

60515注
534621注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82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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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3432元。

中奖注数
737注

0注
1108注

中奖号码：813“排列3”第18263期中奖号码

4 5 2
“排列5”第18263期中奖号码

4 5 2 6 0

徐新格

福彩3D第18264期预测

比较看好 1、2、6 至少出一
个，重点可关注百位或十位。
四 六 分 解 式 推 荐 ：1269——
0345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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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5、
027、029、036、056、067、118、

138、145、147、148、149、158、
178、188、229、238、239、245、
247、249、258、259、278、336、
346、356、366。

双色球第18114期预测

红色球试荐：04、06、07、10、
11、14、15、17、19、20、24、25、26。

蓝色球试荐：03、07、11、13、
15。

专家荐号

22选5第18264期预测

大小比例关注3∶2，奇偶比
例关注2∶3，重点号关注07、14、
18，可杀号 0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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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4、

06、07、09、12、13、14、15、16、
18、20。

排列3第18264期预测

百位：1、6、7。十位：2、4、
9。个位：0、5、6。 夏加其

胆拖投注 助他收获奖金956万
许昌购彩者喜领大乐透头奖

今日竞彩重点赛事投注推荐
日期

“二串一”玩法

9/28（周五）

胜平负游戏单固玩法

9/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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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0柏林赫塔 VS 拜仁慕尼黑

025巴列卡诺 vs 西班牙人

022谢菲尔德星期三 VS 利兹联

推荐

负

负

胜

百元可中奖

279元

305元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吴佩锷

2018年9月28日 星期五 责编 张琛星 美编 阎嗣昱

彩票AⅠ·30

近期，柏林赫塔1∶3客
场惨败给云达不来梅，吃到
本赛季首场败仗，迪尔罗逊
打进一球。这位今夏从曼城
租借加盟的20岁新援，至今
上场的4场德甲联赛，合计
制造了5个进球。柏林赫塔

并无新增伤兵，后卫瑞基已
伤愈复出。

本周，拜仁慕尼黑爆冷
主场被弗赖堡1∶1逼平，7连
胜强势被终结。瓦格纳、桑
谢斯和格纳布里等三名常规
替补队员同时首发，其中格

纳布里打进唯一入球，这也
是他回归拜仁后的首球。

另一场比赛，谢菲尔德
星期三上轮客场2∶1力克阿
斯顿维拉，取得近3个客场
的第二场胜仗，前锋马蒂亚
斯和弗莱彻各建一功。

利兹联在上轮爆冷主场
1∶2负于伯明翰，遭遇本赛
季联赛首败，而他们的积分
也被身后米德尔斯堡赶上，
不过利兹联目前仍以净胜球
优势排名榜首。

谢菲尔德星期三最近
10个主场只输过两场，此役
面对刚刚遭遇失利打击的利
兹联，谢菲尔德星期三主场
称雄无难度。 河体

9月 18日、19日，南阳
在线接连喜讯传出，2天收
获3个25万元，用行动书写
了金秋收获的喜悦。

9月18日，张先生处理
完手头的事，走进了南阳市
卧龙区中福在线人民路销售
厅，因为该销售厅计划乔迁
新址，他又是这里的老彩民
了，想着在搬迁前再体验体
验，找找感觉。

办完投注卡后，张先生
开始了投注，一直战绩平平，
直到下午三点多，在没有其
他征兆时，第三关，24颗绿

宝石刷了屏，拿下了自己的
第一个全国累积奖，他激动
不已。据了解，这也是该销
售厅今年收获的第4个25万
大奖！

9月19日中午，南阳市
中福在线明山路销售厅再次
爆出大奖。“想不到，真是想
不到，准备收工时给个大
礼。”幸运彩民小刘说起来一
脸的幸福。

据了解，当时小刘已经
准备打完最后一关就“撤兵”
时，突然24红连成了一片，
最终出现了大家最喜欢的

“七个字”：恭喜中得累积
奖！更有趣的是，工作人员
当时刚好在场，用手机录下
了中奖瞬间的视频，让大家
得以分享喜悦！

9月19日下午6∶30，中
福在线西峡县销售厅给大家
又一次带来了惊喜，仍是在
第三关，敲开了幸运之神的
大门，中出累积大奖。随后，
激动的赵先生马上出去买来
了喜糖喜烟，分送给在场的
众人，还购买了一挂鞭炮，在
门口燃放起来，惹得路人纷
纷驻足观看。

9月24日晚，大乐透第
18112期开奖，全国共送出3
注头奖，其中1注花落许昌
市襄城县，购彩者以32元胆
拖投注，累计获得奖金956
万元。9 月 26 日下午 3 时
许，大奖得主李先生来到省
体彩中心，办理了兑奖手

续。在兑奖现场，头戴卡通
形象面具的他与大家谈笑风
生，分享其购彩经历。

说起彩票，李先生绝对
是骨灰级玩家。“我购彩将近
20年了，每次投注都不多。
早些年买七星彩，后来随着
大乐透奖池不断攀升，就专
门研究大乐透。我选号基本
上靠感觉，每次购彩前都会
研究走势图。”李先生分享
道，就好比这次选的中奖号
码，是他观察出最近几期大
乐透连号出的比较多，然后
他凭着感觉加经验，选了几
个中意的号码。“我之前选的
都是大复试，后来渐渐觉得
胆拖投注更好一些，中奖概
率高。”

记者看到，李先生的中
奖彩票采取的是前区2胆+4
拖、后区1胆+4拖的投注方
式。“这是我第一次在前区选
了胆码，当时也是想换一种

玩法体验一下，没想到会中
了大奖。”李先生说。

开奖当天，李先生正忙
着工作，并没有关注。直到
9月26日上午，他才想起来
要兑奖，便打开电脑。“我看
着中奖号码挺熟悉，一开始
以为肯定中了个小奖。”随着
彩票上的号码一一对上中奖
号码时，他激动地揉了揉眼
睛又对了一遍，这才确定好
运真的降临到他的头上。当
天下午，兴奋的李先生便乘
坐高铁火速赶到省体彩中
心。

在兑奖现场，李先生开
心地说：“真的很感谢中国体
育彩票，这笔奖金真是及时
雨啊！对于我来说，买彩票
既是兴趣爱好又承托了一份
希望，只要肯坚持，一定会得
到幸运女神的眷顾。今后我
还会支持中国体育彩票，支
持体彩公益事业。”

中奖彩票 省体彩中心供图

中福在线送惊喜

2天3注大奖 南阳彩民频揽好运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琛星 通讯员 孙少君

竞彩周五强档推荐

拜仁重启胜利步伐

在中秋节来临之际，漯
河市福彩慈善超市开展中秋
送温暖活动，对天桥街道漓
江路社区贫困户、低保户集
中发放中秋月饼、米、面、油
等慰问物品。此次发放对象
为27户低保家庭及贫困的
家庭。社区严格按照程序，
前期认真摸底核查，再三讨
论，最终确定了贫困户家庭
名单。

9月20日上午，福彩慈
善超市志愿者们和天桥街道
漓江路社区工作人员一行，
冒着大雨来到贫困户家中。

“感谢社会的热心人士，感谢

政府的关心照顾……”接过
物品的王阿姨激动地说。

“党和政府的帮扶、爱心
人士的关爱，让我们看到生
活的希望，谢谢……”经艾梦
迪的父亲介绍，女儿8岁就被
查出患糖尿病，后期又转为
尿毒症，高额的医疗费，让这
个家庭生活雪上加霜。

漯河市福彩慈善超市是
借用超市运作模式实现救助
的一种新型捐助渠道，集爱
心募捐物资、困难救助、志愿
服务、慈善宣传和便民服务
为一体，给捐助者提供了一
种有效的捐助方式。 豫福

中秋佳节
志愿者为困难家庭送温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