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注金额
64342 元

50元
5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8277期中奖号码
2 8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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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278元，中奖
总金额为151671元。

中奖注数
1 注

233 注
4273 注
172 注
137 注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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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35456 元，本省中奖总金额：
6269450元。

红色球

12
蓝色球

03 13 14 16 25 27

第2018119期

全国
中奖注数

全省
中奖注数

6043410 元
111475 元

3000元
200元

10元
5元

10 注
117 注

1654 注
80466 注

1429681 注
14670994 注

0 注
4 注

61 注
4332 注

73583 注
807664 注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82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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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8002元。

中奖注数
428注

0注
954注

中奖号码：709“排列3”第18277期中奖号码

0 2 5
“排列5”第18277期中奖号码

0 2 5 2 7

徐新格

福彩3D第18278期预测

比较看好隔码1、4、6，重点
可关注百位或十位。

四 六 分 解 式 推 荐 ：
1468——0235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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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7、
018、036、045、047、056、067、

118、128、129、138、158、178、
236、245、247、249、256、267、
336、347、348、349、356、366、
367、447、457。

双色球第18120期预测

红色球试荐：01、03、06、08、
13、15、17、19、20、22、24、25、28。

蓝色球试荐：01、02、03、04、
05。

专家荐号

22选5第18278期预测

大小比例关注2∶3，奇偶比
例关注3∶2，重点号关注03、10、
17，可杀号 14、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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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05 06 07 09 10 13 16 17
19 20。

排列3第18278期预测

百位：1、4、5。十位：2、3、
9。个位：0、5、6。 夏加其

男子用儿子生日守号三年获大奖
中奖彩票为一张大乐透2注6元单式追加票，奖金1222万元

今日竞彩重点赛事投注推荐
日期

“二串一”玩法

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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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1比利时 VS 瑞士

015希腊 VS 匈牙利

推荐

胜

胜

百元可中奖

220元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杨惠明

2018年10月12日 星期五 责编 吴佩锷 美编 阎嗣昱

彩票AⅠ·21

福彩刮刮乐
好礼“三重奏”火热进行中

比利时上个月的首场欧国联比赛做客3∶0击败冰岛，取得三连
胜，同时也是他们近11场比赛中的第10场胜利，梅开二度的中锋
卢卡库在延续国家队出色进球势头的同时，也继续扩大在国家队
射手榜上的领先位置。瑞士欧国联首战6球血洗冰岛，随后友谊赛
输给英格兰，4年来首遭客场连败。门将布尔基和前锋恩博洛则因
伤提前退出这次的国家队比赛。比利时无论是状态或者阵容实力
比起瑞士都要更胜一筹，而且双方最近一次交锋前者也是顺利胜
出，此役再度相遇比利时赢面无疑更大。

重点点评

10 月 3 日，大乐透第
18116期前区开出号码01、
14、17、21、33，后区开出号

码07、10。当期全国中出6
注头奖，河南彩民擒获2注，
其中 1 注为 1222 万元（含
458万余元追加奖金）追加
头奖，中奖彩票为一张2注6
元投入的单式追加票，出自
焦作市 4108110033101 号
投注站。

10月11日上午，焦作购
彩者李先生和妻子来到省体
彩中心兑奖。据李先生介
绍，从体育彩票发行之初，他
就开始购买彩票，各种彩票
都玩，但是每次买的都不多，
权当娱乐生活了。

“这次的中奖号码里面
有儿子的生日，我守号守了
三年多。”李先生说道，他自
己选号组合了5注大乐透号

码，分两张彩票，一张打3注
单式，另一张打2注单式再
追加，而这次就是这张带有
儿子生日号的2注单式追加
票为他带来了巨额奖金。

说起购彩这件事情，李
先生一旁的妻子笑着说：“之
前不太支持他买彩票，但是
想想每次花费的也不多，买
就买吧。”李先生每次买完彩
票没有看开奖的习惯，这一
次因为有事好多天没去买
彩，直到兑奖前一天，让妻子
帮忙购彩才知道自己中奖。

问及奖金的用途，李先
生说：“自己父母走了，要好
好孝敬岳父岳母，先给他们
换一套房子，剩下的用在孩
子的教育和我的生意上。”

刮刮乐新票上市，福彩
送礼“三重奏”！河南省福彩
中心于10月1日至10月31
日，开展刮刮乐新票上市回
馈活动，目前正在火热进行
中。

据介绍，此次活动的票
种为新上市的“积金至斗”、

“丹桂飘香”、“八仙过海”，活
动时间一个月，只要在全省
范围内福彩即开票销售网点
购买，均可参与活动。

活动期间，购买福彩刮
刮乐“积金至斗”、“丹桂飘
香”、“八仙过海”3种彩票
中，凡单张刮中5000元及以

上奖项的彩民，可获得电视
机1台；凡单张刮中500元
奖项的彩民，可获得电饭煲
1台。此外，购买福彩刮刮
乐“丹桂飘香”，凡单张刮中
100元奖项的彩民，可获得
养生壶1台。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琛星

郑州购彩者喜中
顶呱刮“五禽戏”头奖5万元

10月8日上午，河南省
体育彩票管理中心郑州东区
分中心迎来了顶呱刮即开票

“五禽戏”头奖5万元得主王
女士。

据王女士介绍，她是体
彩的一名购彩新手，她告诉
工作人员：“这次中得5万元

头奖实在很是意外。本来只
是出于好奇，进到体彩网点，
店里的销售人员就向我推荐
了这款票，说是新票，中奖率
还挺高，我就抱着试试的态
度刮了两张，没想到，第二张
票就中了头奖，真的很意
外。”这是王女士第一次刮即

开票“顶呱刮”，也是第一次
中得头奖！

据悉，“五禽戏”即开票
目前在河南全省体彩网点均
有销售，游戏玩法为找中奖
符号，简单有趣，不易漏奖，
最高奖金5万元，共有12次
中奖机会。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琛星 通讯员 李明磊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杨惠明 通讯员 巫瑞 王海

中奖彩票 省体彩中心供图

市县联动
新乡福彩小卖场圆满举行

10月1日至10月7日，
新乡福彩刮刮乐小卖场圆满
举行，呈现出“场面火”“销量
高”、“格局大”的特点，不断
送出好运和惊喜。

“场面火”，此次活动共
设立主会场1个、分会场7
个，市区主会场，场面非常火
爆，甚至出现了一票难求的
情况。分会场以县为单位，

多设置在街市繁华，人流集
中的地方，引来众人参与其
中。“销量高”，国庆假期期
间，天气晴好，全体工作人员
节假日无休，分成若干组，深
入一线，指导协调销售工作，
截至10月7日，共计销售23
万元。“格局大”，新乡福彩中
心始终坚持“小卖场大格局”
的思路，及早着手准备，统一

时间，统一工装，统一促销方
案，统一上岗销售……让本
次活动出彩、出成绩，受到市
民点赞。

同时，活动现场还利用
条幅、促销礼品等形式，开展
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
传，把文明创建结合在一起，
扩大了宣传范围，取得了显
著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