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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票AⅠ·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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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89236 元，本省中奖总金额：
3871757元。

红色球

11
蓝色球

06 08 14 19 23 25

第2018121期

全国
中奖注数

全省
中奖注数

6468429 元
142189 元

3000元
200元

10元
5元

11 注
142 注

1555 注
71114 注

1261369 注
9034907 注

0 注
3 注

97 注
3627 注

57065 注
371628 注

每注金额
23416 元

50元
5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8282期中奖号码
2 10 15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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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6770元，中奖
总金额为190922元。

中奖注数
3 注

291 注
4808 注
211 注
245 注
27 注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82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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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5662元。

中奖注数
352注

0注
1440注

中奖号码：617
“排列3”第18282期中奖号码

7 8 0
“排列5”第18282期中奖号码

七星彩第18121期中奖号码

9 4 3 7 4 6 6

7 8 0 4 4

七星彩第18122期预测

重点号码看好1、4、8，奇偶比
例关注3∶4，大小比例关注3∶4，定
位重点关注号码：一位0、4，二位
3、8，三位1、6，四位3、4，五位1、5，
六位4、8，七位0、7。

22选5第18283期预测

大小比例关注 3∶2，奇偶

比例关注2∶3，重点号关注04、
13、20，可杀号05、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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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06、07、09、12、13、14、16、
18、20、21。

排列3第18283期预测

百位：1、6、7。十位：0、5、
6。个位：4、6、9。 夏加其

百倍投注，焦作彩民喜中3D大奖
奖金达12万余元

2018年“公益体彩 快乐操场”
走进安阳林州茶店乡大峪小学

专家荐号

商丘彩民再揽中福在线大奖
截至目前，共中出15个25万全国累积奖

小盘游戏福彩3D因其
简单易中等特点，被许多彩
民朋友钟爱。近日，焦作一
彩民倍投3D游戏，一举击中
第2018266期 12万余元的
大奖。

据了解，该大奖出自焦
作市鹿港小镇西门的福彩
41088021 号投注站，据投
注站业主李先生介绍，中奖
彩民是一位老彩民，已有多
年的彩龄了，尤其对“双色
球”、“3D”情有独钟。每次
闲来无事，他就会到李先生

的投注站研究号码走势，只
要看中一组号码，都是以直
选倍投的方式购买。

“每次他购买彩票，都要
在走势图前观察好久，与其
他彩民一起研究、选号组
合。”李先生说，“这次他选中
的3D号码也是我们几个人
看好的，觉得中奖几率很大，
所以他就很有信心地选择了
100倍直选和100倍组选，
结果还真让他中了大奖。”

据李先生介绍，这位中
奖彩民之前也中过不少奖，

但一次性中12万余元还是
首次，所以得知自己中奖后，
他非常激动。

“3D 投注的方法有很
多，例如‘单选复式’、‘包和
值’等，再配以揽奖利器‘倍
投’，往往就能中出几十万大
奖。”李先生说，3D倍投是一
个非常有乐趣的过程，选择
号码时要谨慎观察，细致分
析，，但投注时一定要根据自
己的经济实力进行加倍，理
性投注，不能盲目乐观！

豫福

10月 12日上午，河南
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安阳分
中心工作人员及安阳分中心
爱心志愿者团队部分成员一
行参加了在安阳市林州茶店
乡大峪小学举行“公益体彩
快乐操场”捐赠仪式，为学校
送来了篮球、足球、拔河绳等
丰富的体育器材。

捐赠仪式上，河南省体
育彩票管理中心安阳分中心
主任仝兴安发表了热情洋溢
的讲话，祝愿同学们在快乐
操场上快乐运动、快乐成

长。安阳分中心杜鹏军副主
任为大峪小学授“公益体彩
快乐操场”纪念牌，学校向安
阳市分中心回赠锦旗致以谢
意。

捐赠仪式结束后，出席
仪式的领导和孩子们一起玩
起了拔河比赛，整个学校一
片欢腾气氛。来自河南省体
校的体育教师陈冉和邵滨分
别给孩子们上乒乓球和武术
课，他们高度专业的水平使
孩子们学得津津有味、不愿
散场。

“公益体彩 快乐操场”
是中国体育彩票2012年开
始在全国范围内推出的一项
中国体育彩票品牌公益活
动，通过向贫困地区的中小
学校捐赠体育用品及物资，
给体育基础设施落后地区的
孩子们送去体育彩票的关
爱，用“公益体彩 快乐操场”
圆梦孩子们的快乐、健康童
年，以满足孩子们强身健体
的需要，更加快乐、健康地成
长，早日成为德、智、体全面
发展的栋梁之材！ 河体

10月 11日，商丘市长
江西路中福在线销售厅内一
阵“中奖啦”的欢呼声，打破
了销售厅内的宁静，一位中
福在线的忠实彩民再次拿下
累积大奖。截至目前，商丘
市中福在线今年共中出15
个25万全国累积大奖。

10月 11日下午，这位

彩民朋友吃过午饭，来到长
江西路销售厅办理了一张投
注卡，选好投注机开始了游
戏，当游戏进行到了第三关
时，25颗红宝石从屏幕上方
落了下来，很快屏幕上出现
了“恭喜中得 25万累积大
奖”的字样，此时的销售厅内
早已是欢呼声一片，其他彩

友纷纷向沉浸在惊喜和激动
中的中奖彩民道贺。

据了解，这位彩民是第
二次中得累积大奖，他说：

“买彩票玩游戏就是为福利
事业做贡献，能中奖当然更
好啦！”中奖彩民表示，今后
会继续支持福利事业，继续
为公益事业做贡献。豫福

竞彩周三强档推荐

山口雷诺法主场或可保不败

日乙战罢37轮，山口雷
诺法在少赛 1轮的情况下
13胜12平11负，积51分位
居联赛第10位，距离升级附
加赛资格区多达12分，基本
处于升级无望保级无忧的状
态。本场比赛为日乙第26
轮补赛，当时因为12号台风
的影响被迫择日再战。

山口雷诺法上轮主场对
战力争升级的福冈黄蜂，开
场不久被对手松田力打入1
球，0∶1的比分保持到终场，
球队终结了之前的2连胜。

山口雷诺法上场日乙比
赛在10月13日，本场对手
町田则是在10月14日，对
于短时间的连续作战，这一
天的休息时间对于山口或产
生有利影响。山口雷诺法和
町田泽维亚恩怨颇深，他们
曾经在2008年全国地区联
赛的总决赛中争夺 JFL资
格，而在2015年的 J3最后
阶段争夺头名。

日乙战罢37轮，町田泽

维亚在少赛2场的情况下积
65分，高居日乙第3名，落后
排名第2的大分三神只有1
分。町田泽维亚是日乙3支
没有J1牌照的球队之一，这
也意味着即使他们最终获得
日乙前2名，他们也没有升
级资格。

町田泽维亚上轮主场对
战当时排名榜首的大分三
神，外援罗梅罗梅开二度，帮
助球队主场3∶2获胜，同时
终结之前的4轮不胜。町田
泽维亚上轮派出前场球员罗
梅罗首发出战，这是他自第
11轮以来首次回到首发，第
11轮比赛球队同样是面对
大分三神，结果罗梅罗独中
两元，没有辜负主帅对于他
的期待。罗梅罗本赛季日乙
出场17次，共打入4球。

山口雷诺法在双方交锋
8场赛事中取得4胜4负，双
方实力接近，历史交锋互相
有胜负。本场在盘口主受让
平半下推荐山口胜。 中体

今日竞彩重点赛事投注推荐
日期

“二串一”玩法

10/17
（周三）

胜平负游戏单固玩法

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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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 水原三星 VS 济州联

003 华盛顿联VS多伦多FC

001山口雷诺法 VS 町田泽维亚

推荐

胜

胜

胜

百元可中奖

320元

26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