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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票AⅠ·13

每注金额
24425元

50元
5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8288期中奖号码
1 13 16 17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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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8032元，中奖
总金额为134340元。

中奖注数
3注

232注
3796注

147注
138注

4注

0元
17433元

189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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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24期

全国
中奖注数

0注
10注

184注
786注

7424注
14164注
81458注

全省
中奖注数

0注
0注
4注

19注
239注
503注

2770注

02 06 10 19 20 26 28 05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82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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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0912元。

中奖注数
245注
399注

0注

中奖号码：3 4 4 “排列3”第18288期中奖号码

2 7 4
“排列5”第18288期中奖号码

大乐透第18124期中奖号码

前区08 10 12 19 20后区10 11

2 7 4 4 7

专家荐号

徐新格

福彩3D第18289期预测

比较看好1、3、5，至少中一
个，重点可关注百位或十位。四
六分解式推荐：1357—024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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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6、057、
126、128、136、138、145、146、147、

148、156、158、167、236、238、239、
245、256、258、259、336、346、347、
348、349、356。

双色球第18124期预测

红色球试荐：02、06、09、11、
12、14、15、18、19、23、24、29、30。

蓝色球试荐：05、06、07、15、
16。

七星彩第18124期预测

重点号码看好3、4、9，奇偶比
例关注4∶3，大小比例关注3∶4，定
位重点关注号码：一位3、6，二位
4、9，三位1、5，四位2、3，五位4、7，
六位0、9，七位4、5。

22选5第182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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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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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4、06、
08、09、10、12、15、16、18、19、22。

大乐透第18125期预测

推荐“9+3”：03、08、12、16、
19、24、25、28、30+02、06、09。

排列3第18289期预测

百位：0、3、5。十位：2、4、
9。个位：1、6、7。 夏加其

142.93亿！河南体彩销量创新高
目前销量超过去年，已筹集33.47亿公益金造福社会

今日竞彩重点赛事投注推荐
日期

“二串一”玩法

10/23
（周二）

胜平负游戏单固玩法

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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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雅典AEK VS 拜仁慕尼黑

024阿贾克斯 VS 本菲卡

028曼联 VS 尤文图斯

推荐

负

负

负

百元可中奖

200元

220元

河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不使用体育彩票公益金。

上周（10月15日至10
月21日），中国体育彩票在
河南省销售3.86亿元，为社
会筹集公益金8780万元。

截至10月21日，2018
年河南省已销售体育彩票
142.93 亿元，超过 2017 年
的总销量9亿元，为社会筹
集公益金33.47亿元（一半

用于我省的体育和社会公
益事业，一半上交中央用于
全国公益事业，其中上交中
央部分的60%用于补充全
国社保基金，计10亿元）。

至此，河南省销售体育
彩票历史总量约897亿元，
为社会筹集公益金约243亿
元（50%用于我省的体育和

社会公益事业，50%上交中
央用于全国公益事业）。

体彩公益金广泛用于
补充全国社保基金，建设遍
布城乡的体育健身路径支
持全民健身，助力扶贫、教
育助学、城乡医疗救助等，
可以说，无论您是否购买体
育彩票，都将从中受益！

中国体育彩票是国家为筹集社会公益资金，促进社会公益事业发展而特许发
行、依法销售的国家公益彩票。体育彩票资金包括返奖奖金、发行费和公益金，彩
票资金构成比例由国务院决定，逾期未兑奖的奖金，纳入彩票公益金。

销售体育彩票筹集的公益金广泛用于：全民健身计划、奥运争光计划、补充全
国社会保障基金、教育助学、法律援助、城乡医疗救助、扶贫、残疾人救助、红十字
事业、赈灾救灾、农村养老服务、文化事业等。

2
体育彩票公益金分配比例为：中央50%（其中：补充社会保障基金30%，中央专

项彩票基金15%，国家体育总局2.5%，民政部2.5%）；地方50%。

河南省销售体育彩票筹集的体育彩票公益金分配概况：中央50%；地方50%
（使用单位：省体育局，市/区/县体育行政部门，省财政统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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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份，体彩大乐透在
河南刮起中奖的高潮，第
18116期，河南购彩者擒获2
注头奖；第18119期，河南购
彩者又中出1注头奖。

同时，开封购彩者也是
不甘示弱，在 10 月 15 日第
18121 期，斩获二等奖 1 注
（含追加），给火热的彩市又
添了惊喜。

中奖者牛先生喜欢追加
投注，每次买大乐透都会多
投注1元进行追加，“比如说，
我买的第18121期，全国一等
奖中出2注，单注奖金1000
万元，如果追加投注，可多拿
600万元奖金，两位中奖者同
样买了5注彩票，买彩票时差

5元，最后中得的奖金相差
600万元，所以还是要进行追
加投注。”

当期，牛先生9元钱买了
3注体彩大乐透，第一注前区
06+07+21+29+30均选中，
后区号码01没有选中，与头
奖失之交臂，但是牛先生依
旧中取168600元的奖金，其
中追加奖金63233元。

“这6万多元的奖金就跟
捡的一样，大乐透追加投注
就是神助攻。不过买彩票不
能老惦记着中大奖，其实10
元钱买张彩票不影响生活，
但我在买彩票的过程中，也
为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牛
先生说。

追加投注
开封购彩者收获好运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杨惠明 通讯员 敬建敏

周二竞彩强档推荐

拜仁持续反弹 曼联难敌尤文

本周二，竞彩共开售32
场比赛。欧冠小组赛第三
轮，曼联将迎战尤文图斯，
尤文图斯上周末主场爆冷
被热那亚1∶1逼平。而曼联
上周末联赛面对切尔西时
同样是以平局收场，但拥有
巨星C·罗的尤文图斯，状态
更好的他们有望全身而退。

雅典AEK上周末联赛
做客2∶0轻取弱旅阿波罗迈
尼斯，中场曼达洛斯和前锋

利瓦亚上下半场各进一
球。另一中场埃里克·莫兰
打了半场就因伤提前被换
下，不过他仍有较大机会在
周中继续首发；利亚瓦和后
卫H·洛佩斯仍在欧冠4场
停赛期内。

拜仁慕尼黑上周末联
赛做客 3∶1击败沃尔夫斯
堡，结束4场不胜，中锋莱万
梅开二度，并在罗本被罚下
之后助攻哈梅斯·罗德里格

斯破门锁定胜局。
上周末的止跌对拜仁

士气恢复很关键，面对欧冠
连败的雅典AEK，他们取胜
机会不低。

曼联上周末做客面对
切尔西，先丢一球的曼联由
马夏尔梅开二度一度逆转，
但第96分钟的丢球让他们
最终无缘胜利。穆里尼奥
变阵4231，马塔罕见首发担
任前腰成为一个亮点，后腰
埃雷拉伤愈并替补复出，拉
什福德受伤离场，不过伤势
应该不会影响他周中参赛。

尤文图斯上周末主场
爆冷被热那亚1∶1逼平，赛
季开局10战全胜的纪录就
此终结，C·罗首开纪录，成
为五大联赛首个进球达400
个的球员，但随后球队明显
松懈导致丢球。

面对旧主的C·罗无疑
是焦点，状态更好的尤文也
有望全身而退。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吴佩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