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注金额
26425元

50元
5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8309期中奖号码
3 11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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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9880元，中奖
总金额为146621元。

中奖注数
3注

192注
4048注

84注
136注

10注

0元
16762元

17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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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33期

全国
中奖注数

0注
11注

213注
589注

7253注
10778注
81384注

全省
中奖注数

0注
0注
4注
5注

221注
234注

2379注

03 05 10 12 23 27 30 26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83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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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7730元。

中奖注数
182注

0注
503注

中奖号码：3 8 0
“排列3”第18309期中奖号码

7 4 3
“排列5”第18309期中奖号码

大乐透第18133期中奖号码

前区08 12 14 15 19后区01 10

7 4 3 0 4

专家荐号

徐新格

福彩3D第18310期预测

比较看好2、3、9有号，重点
可关注百位或十位。

四六分解式推荐：2369—
0145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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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167、

168、238、245、247、249、256、258、
259、267、278、336、346、347、348、
349、356、358。

双色球第18133期预测

红色球试荐：02、03、08、09、
11、13、15、19、20、23、24、29、30。

蓝色球试荐：02、11、12、13、
14。

七星彩第18133期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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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选5第18310期预测

大小比例关注2∶3，奇偶比
例关注2∶3，重点号关注03、11、
16，可杀号08、20；本期可能出现

一组二连号，热点区间关注三
区，推荐一个小复式：02、03、05、
06、09、11、12、13、15、16、19、21。

大乐透第18134期预测

推荐“9+3”：05、08、13、17、
22、26、29、33、34+02、07、12。

排列3第18310期预测

百位：2、3、9。十位：0、4、
5。个位：1、3、8。 夏加其

郑州购彩者机选中大奖
一张6元单式票命中七星彩头奖500万元

今日竞彩重点赛事投注推荐
日期

“二串一”玩法

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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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7切尔滕汉姆VS考文垂

008彼得堡联VS卢顿

推荐

负

胜

百元可中奖

359元

11月 8日上午，河南省
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济源分中
心在济源市王屋镇王屋小学
举行了“公益体彩，快乐操
场”的捐赠活动。济源市教
育局、济源体彩分中心相关
负责人，以及有部分业主代
表参加了捐赠仪式。

王屋镇王屋小学位于济
源偏远山区，该校体育资源
匮乏，今年快乐操场活动启
动后进行了报名。随后，通
过实地考核，以及省中心的
层层选拔，该校被选为受赠
学校之一。

现场，给孩子们带来了
篮球、羽毛球、乒乓球、足球
等崭新的体育器材。学校对
此次活动表达了由衷的感
谢，并表示要管好、用好这批
体育器材，积极开展阳光体
育活动，让孩子们都拥有一

个健康的体魄。
“公益体彩 快乐操场”

是国家体彩管理中心自2012
年起推出的一项公益品牌活
动。该活动为贫困边远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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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善人生”的文化精
神。2018年度“公益体彩 快
乐操场”活动从5月份开始，
共吸引我省18个地区的400
余所学校报名，经过多轮评
审和实地考察，25所小学成
为今年的受捐赠对象，每所
学校将获得一套满足日常教
学需要的体育器材。

截至今年，河南省共有
157 所学校得到“公益体彩
快乐操场”的捐助，济源市则
有3所小学得到捐助。河体

11月9日晚，体彩七星
彩第18131期开奖，当期全
国送出2注头奖，其中一注
被河南购彩者揽获，奖金为
500万元。11月12日上午，
中奖者黄女士来到省体彩
中心领取了奖金。

据悉，黄女士接触体育
彩票有十年的时间，虽然不
是期期购买，但只要碰到体

彩网点就会进去买上几注，
权当给自己留个念想。

黄女士笑说：“有点惭
愧！虽然买了那么长时间
彩票，但是我不怎么懂选
号，都是机选，有时候碰到
喜欢的号码了也会守号，每
次花个10元钱左右，也就是
随便买着玩玩，中不中奖全
看运气了。”

谈及此次中奖的经历，
黄女士回忆道，11月9日那
天，她跟朋友去逛街了，逛
到中途看见体彩网点，习惯
性地走进去机选了3注七星
彩，把彩票放包里之后又接
着逛街。“直到昨天，我想起
彩票的事情，就拿手机查询
开奖号码，结果真的是让人
不敢相信，心情慢慢平复之
后才接受中奖的事实。”

谈到这笔奖金的使用，
黄女士说，日子会像往常一
样，生活不想有太大起伏，
需要好好计划一下。“想带
着老人出门旅游一次，让他
们也安享晚年。”至于以后，
黄女士表示，仍会像以前一
样购彩，保持购彩习惯，不
会过多投入。

黄女士的这次中奖经
历也说明了，中奖并不在于
买多少，参与是关键，河南
省体彩中心在这里提醒广
大购彩者：量力而行，理性
购彩，快乐购彩！

2018年11月13日 星期二 责编 张琛星 美编 张峰

彩票AⅠ·13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杨惠明

领奖现场 省体彩中心供图

由于进入国际比赛日，
可投注赛事减少，周二竞彩
开售的9场比赛中有8场比
赛属于英锦赛。

其中，在切尔滕汉姆
VS考文垂这场比赛中，目
前同组的阿森纳U23以3战
2胜1负的成绩积6分提前
出线，格兰森积4分排在小
组第2，切尔滕汉姆积3分
排在小组第3，而考文垂则
是仅积1分小组垫底。不过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考文垂
由于与格兰森的比赛战平，
但是考文垂在点球大战中
战胜对手，依照英锦赛的规

则，考文垂将会额外得到1
分，实际上考文垂目前有2
个积分。

由于阿森纳U23和格
兰森的比赛已经全部结束，
目前小组内的积分从高到
低依次是6分、4分、3分、2
分。本组只剩下切尔滕汉
姆VS考文垂这场比赛，由
于切尔滕少于小组第2的格
兰森2个净胜球，球队想要
出线必须击败对手，打平都
将被淘汰。考文垂目前2个
积分，落后格兰森2分，球队
想要出线必须击败切尔滕，
战平将和切尔滕携手出

局。因此，根据战意分析，
本场比赛平局概率最低。

另一场比赛，彼得堡联
VS卢顿。目前，卢顿两战
全胜积6分提前出线，彼得
堡联2分、布赖顿U21积 2
分、米尔顿积2分。其中彼
得堡联2次战平，2次点球
大战都负于对手，没有得到
任何额外积分加成，目前球
队的净胜球为0，积2分暂
居小组第2。

此次，彼得堡联想要小
组出线必须击败对手，还需
要尽可能地多捞净胜球，而
卢顿已经提前出线无欲无
求。彼得堡联和卢顿都来
自英甲赛场，目前彼得堡联
排名英甲第3，而卢顿则是
排名英甲第5。两支球队在
本赛季的英甲联赛中交手
一次，当时主场作战的彼得
堡联就以3∶1击败过对手。
有了这些基本面做铺垫，急
需抢分出线的彼得堡联就
值得追捧。 河体

周二竞彩强档推荐

急需抢分 彼得堡联战意十足
“公益体彩 快乐操场”
走进济源王屋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