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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票AⅠ·13

专家荐号

每注金额
13418 元

50元
5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8303期中奖号码
1 11 18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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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124元，中奖
总金额为199836元。

中奖注数
4 注

389 注
5914 注
300 注
225 注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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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奖派奖

六等奖派奖

中奖结果

中奖
号码

奖级 每注金额

本期本省投注总额：15442920 元，本省中奖总金额：
5423260元。

红色球

12
蓝色球

05 12 17 18 24 28

第2018130期

全国
中奖注数

全省
中奖注数

6072806 元
27107 元
3000 元
200 元
10 元
5 元

1538461 元
5 元

17 注
841 注

2183 注
130115 注

2160256 注
7606293 注

13 注
3606483 注

0 注
25 注

112 注
5983 注

96113 注
294780 注

0 注
155591 注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83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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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3776元。

中奖注数
437注

0注
675注

中奖号码：810
“排列3”第18303期中奖号码

6 0 8
“排列5”第18303期中奖号码

七星彩第18130期中奖号码

0 1 1 6 4 6 6

6 0 8 9 5

七星彩第18131期预测
重点号码看好1、6、8，奇偶比

例关注3∶4，大小比例关注4∶3，
定位重点关注号码：一位3、6，二
位5、8，三位1、4，四位2、9，五位
4、8，六位3、9，七位5、6。

22选5第18304期预测
大小比例关注2∶3，奇偶比

例关注3∶2，重点号关注05、10、
17，可杀号 08、16；本期可能出
现一组二连号，热点区间关注
一区，推荐一个小复式: 01、
03、04、05、09、10、11、13、14、
15、17、20。

排列3第18304期预测
百位：2、7、8。十位：0、3、

6。个位：3、4、9。 夏加其

尤文图斯上周
末主场3∶1击败卡利
亚里，继续本赛季的
强势。曼联上周末
做客2∶1逆转击败伯
恩茅斯，近4轮3胜1
平。尤文图斯取胜
即可晋级，他们应该
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重点点评

体彩顶呱刮送好运

郑州彩民收获“甜蜜蜜”10万元

坚持自己的判断果断倍投

济源彩民斩获3D奖金

今日竞彩重点赛事投注推荐
日期

“二串一”玩法

11/7
（周三）

胜平负游戏单固玩法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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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5里昂 VS 霍芬海姆

007尤文图斯 VS 曼彻斯特联

004本菲卡 VS 阿贾克斯

推荐

胜

胜

负

百元可中奖

264元

271元

11月 5日上午，省体彩
中心郑州西区分中心兑奖室
迎来了一位幸运购彩者李先
生，他微笑着从包里拿出一
张顶呱刮彩票，递给工作人
员。原来，李先生中的是5元
面值的“甜蜜蜜”即开型彩
票，中得一等奖10万元。

据了解，李先生是一位
忠实的顶呱刮即开型彩票的
爱好者，每周都会刮几次，运
气好的话会刮几百元，运气
不好的时候就刮几十元，平
时200元、500元、1000元的

奖中了不少，还有顶呱刮促
销活动的定制礼品也中了不
少，来体彩中心兑奖还是第
一次。李先生说他上周五就
中奖了，因为太晚了，就等到
周一早上来体彩中心兑奖，
他是在单位附近的体育彩票
销售网点买的，他是那里的
常客，那个彩票店老板人不
错，他那里还中过七星彩
1000万大奖呢。

李先生中奖的彩票店是
位于航海路与京广路交叉口
西南角的4119031128体育

彩票店，据业主罗桂芝介绍，
他们这里中过体彩七星彩
1000万元大奖，排列游戏几
万元、几十万元都中过，体彩
大乐透二等奖也中过，顶呱
刮的头奖还是第一个，体育
彩票的所有玩法的大奖基本
上都中过，是名副其实的“好
运网点”。

您所购买的每一张即开
型体育彩票的20%都会纳入
公益金。公益体彩，一起上
场。但还是要提醒大家快乐
购彩，理性投注。 河体

11 月 1日，福彩 3D第
2018298期开奖，开奖号码

“111”，济源一彩民凭借20
倍的直选投注，斩获3D大奖
两万余元！

11月5日上午，中奖者
赵先生来到济源市募捐办兑
取了奖金，他采用单选倍投
20倍，花费40元，一举中得
万元大奖。据了解，赵先生
是一位铁杆彩民，平常无事
就会研究号码走势。他对自
己非常自信，看好的号码都
是加倍投注。这次“111”就
是赵先生坚持自己的判断，
并且倍投，终揽大奖！

“平时我买彩票主要是

为了给生活增添一点乐趣，
能中奖最好，不中奖也能做
做慈善。”赵先生表示以后会
继续支持福彩公益事业，尽
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

“3D玩法很简单，也是
最具规律性的一种彩票，只
要花心思，很容易就能享受
到中奖的乐趣。”赵先生说，
正是这样的心态让他在中奖
后，依然淡定自若。

在此，济源市募捐办的
工作人员提醒广大彩民，一
定要根据自身的经济情况选
择投注方式，切忌盲目投注，
造成经济上的压力，一定要
理性购彩，健康购彩。 豫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