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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票AⅠ·12

每注金额
49345 元

50元
5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8302期中奖号码
3 6 7 19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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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7922元，中奖
总金额为211316元。

中奖注数
1 注

408 注
6191 注

253 注
253 注

45 注

1451228 元
29616 元

3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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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30期

全国
中奖注数

1 注
7 注

128 注
414 注

5042 注
7853 注

59973 注

全省
中奖注数

0 注
0 注
2 注

18 注
177 注
231 注

1926 注

03 14 15 17 20 24 28 26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83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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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6978元。

中奖注数
512注
249注

0注

中奖号码：8 8 3 “排列3”第18302期中奖号码

1 9 9
“排列5”第18302期中奖号码

大乐透第18130期中奖号码

前区03 04 16 18 25后区01 11

1 9 9 4 0

专家荐号

徐新格

福彩3D第18303期预测

比较看好2、6、8有号，重点
可关注百位或十位。

四六分解式推荐：2368——
0145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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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7、
126、128、136、138、146、148、156、

158、167、168、178、239、247、249、
256、267、278、336、346、347、348、
349、358、367。

双色球第18130期预测

红色球试荐：05、08、09、11、
12、14、15、17、19、20、24、25、31。

蓝色球试荐：09、11，小防
13、06、05。

七星彩第18130期预测

重点号码看好2、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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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二位
4、6，三位0、5，四位2、3，五位2、9，
六位4、9，七位1、6。

22选5第18303期预测

大小比例关注3∶2，奇偶比
例关注3∶2，重点号关注08、13、
19，可杀号04、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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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6、
08、09、11、13、14、16、17、19、22。

大乐透第18131期预测

推荐“9+3”：04、08、11、14、
19、22、27、29、34+02、06、07。

排列3第18303期预测

百位：0、5、9。十位：2、3、
7。个位：4、7、8。 夏加其

152.1亿！河南体彩销量创新高
历史总量突破900亿元，为社会筹集公益金约245亿元

今日竞彩重点赛事投注推荐
日期

“二串一”玩法

11/6
（周二）

胜平负游戏单固玩法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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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8国际米兰VS巴塞罗那

009托特纳姆热刺VSPSV埃因霍温

007马德里竞技VS多特蒙德

推荐

负

胜

胜

百元可中奖

247元

163元

河南省体育彩票中心再
传捷报，截至 11 月 4 日，
2018年河南省已销售体育
彩票152.1亿元，超过2017
年的总销量18.5亿元，为社
会筹集公益金35.46亿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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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亿元）。至
此，河南省销售体育彩票历
史总量约907亿元，为社会
筹 集 公 益 金 约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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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是电脑体育彩
票在我省上市18周年，进入
10月份，我省体育彩票工作

可谓捷报频传：10月4日，
今年销量达到134.01亿元，
超过 2017年全年销量，创
历史新高；10月13日，18地
市同步开展庆祝电脑体育
彩票在我省上市18周年公
益主题地推活动，全省体彩
从业者和广大人民一起欢
度周末，分享18年来体彩公
益金和体彩公益活动的惠
民成就；10月24日，年销量
达到145亿元，历史总量首
次突破900亿元大关……

河南省销售体育彩票
筹集的公益金使用分配为：
中央50%+河南省50%。其
中，上交中央的公益金，
60%用于补充社会保障基
金，30%用于中央专项彩票
基金，5%由国家体育总局按

规定使用，5%由民政部按规
定使用。河南省留用的公
益金，由省体育局、市/区/县
体育行政部门、省财政统
筹，按照规定的比例分配使
用。河南省体育彩票管理
中心不使用体育彩票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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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
说，买体彩就是做公益！体
彩公益金惠及我们每一个
人，无论您是否购买体育彩
票，都将从中受益！ 河体

10月31日上午，河南省
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漯河分中
心组织的2018“公益体彩 快
乐操场”活动走进漯河市舞
阳县辛安镇庙后王小学，为
孩子们送去了崭新的篮球、
羽毛球、足球、呼啦圈等500
多件体育器材。

简单的交接仪式后，孩
子们聚集在崭新的体育器材
前，仔细打量着新礼物。好
动的男孩玩起了足球、篮球，
乖巧的女孩子则选择了毽
子、跳绳等。另外，省中心还
请来了专业的体育老师，为
孩子们上了一堂别开生面的
体育课，一时间校园内充满
了欢声笑语。

“我们这所学校的活动
场所和活动设备一直比较落

后，孩子们的体育课大多只
能以理论代替实践，今天体
彩中心为我们送来这么多的
体育器材，真是雪中送炭，我
们不仅要管好用好这些体育
设施，还要大力开展阳光体
育活动，让孩子们都有一个
健康的体魄，努力学习。”庙
后王小学校长黄国磊说。

“公益体彩 快乐操场”
是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
理中心自2012年以来在全国
发起的一项公益活动，旨在
为贫困边远地区体育器材和
体育教育资源匮乏的学校送
去体育器材及公益体育课，
培养孩子们的健康理念和健
身意识，传播体育彩票关爱
未来的责任意识和“乐善人
生”的行业文化。 河体

“公益体彩 快乐操场”
走进漯河舞阳县庙后王小学

鹤壁购彩者领大乐透720万
中奖彩票为一张前区3胆10拖、后区2拖的胆拖票

11月开门红，体彩大乐
透再送好运！在第 18129
期开奖中，全国爆出7注头
奖，其中我省鹤壁购彩者李
先生凭借一张前区3胆+10
拖、后区2拖的胆拖投注票，
除了擒获当期头奖1注，还
有16注三等奖、28注四等
奖，奖金累计达720万元。
11月5日上午，这位幸运儿
冒着小雨来到省体彩中心
兑取了大奖。

据了解，大奖得主李先
生是一位有着10年彩龄的
老玩家，而且对大乐透情有
独钟。“我一直把购彩当做

一项娱乐活动，从来没觉得
必须得中个大奖，用一句流
行的话来说，保持‘佛系’心
态，是你的终归还是你的。”
李先生打趣地说：“我选号
也比较‘佛系’，看走势图凭
感觉选，抓住哪个就是哪
个。我惯用的投注方式就
是胆拖，可能是运气比较
好，这10年来定胆还是比较
准的，选三个号起码能保证
对两个，所以现在一直有彩
民跟着我买彩票，中奖率
高。”谈笑间，李先生表示，
大乐透开奖当晚他正跟朋
友聚会，晚些时候接到体彩

网点业主的报喜电话，听到
这天大的好消息他兴奋得
不行。

在省体彩中心兑奖室，
李先生说道：“除了我媳妇
知道，家里其他人都不知道
我中奖。特别是孩子，我也
不打算说，毕竟年轻，怕影
响到家庭正常生活。本来
买彩票就是我的一个爱好，
能中大奖确实是运气使
然。”对于大奖的安排，他表
示主要还是用在拓展个人
事业方面。“今后我还会继
续购买大乐透，支持体彩公
益事业。”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吴佩锷

马德里竞技上周末做客
1∶1被莱加内斯逼平，遭遇联
赛客场三连平。多特蒙德上
周末做客1∶0小胜沃尔夫斯
堡，新赛季继续保持不败，队
长罗伊斯打入全场唯一进
球。马竞主场目前4连胜仅
丢一球，但首回合他们被多
特蒙德的反击冲击得七零八
落，不排除多特蒙德客场爆
冷的可能。

重点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