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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竞彩重点赛事投注推荐
日期

“二串一”玩法

11/16
（周五）

胜平负游戏单固玩法

11/16
（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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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洛伐克VS乌克兰

010斯洛文尼亚VS挪威

006荷兰VS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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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俩购彩者同天领大奖
分别中得大乐透1000万元、3665万元

每注金额
29460元

50元
5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8312期中奖号码
2 4 8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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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2214元，中奖
总金额为151350元。

中奖注数
2注

349注
5811注
286注
170注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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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51438 元，本省中奖总金额：
11961854元。

红色球

12
蓝色球

03 16 18 31 32 33

第2018134期

全国
中奖注数

全省
中奖注数

6833164元
84868元

3000元
200元
10元
5元

5000000元
5元

11注
297注

1410注
70141注

1222276注
10760202注

7注
6078295注

1注
0注

31注
2808注

51458注
491599注

0注
300303注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83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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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3126元。

中奖注数
1031注

0注
1441注

中奖号码：256“排列3”第18312期中奖号码

1 1 5
“排列5”第18312期中奖号码

1 1 5 0 0

徐新格

福彩3D第18313期预测

比较看好3、8、9有号，重点
可关注百位或十位。四六分解
式推荐：2389—0145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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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128、136、138、148、158、168、

178、236、245、247、249、256、
258、259、267、269、278、336、
346、347、348、349、356、358、
366、367。

双色球第18135期预测

红色球试荐：05、06、08、10、
11、14、15、18、19、22、23、29、30。

蓝色球试荐：02、04、08、09、
10。

专家荐号

22选5第18313期预测

大小比例关注3∶2，奇偶比
例关注2∶3，重点号关注07、14、
20，可杀号 03、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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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5、

07、08、10、12、13、14、15、18、
19、20。

排列3第18313期预测

百位：1、4、5。十位：4、6、
7。个位：2、3、9。 夏加其

10月 21日，双色球第
2018123期起，一年一度的
双色球大派奖活动正式开
启，派奖奖金高达10亿元，
连续20期，复式或胆拖投注
均可参与，目前正在火热进
行中。

本次派奖设立一等奖
特别奖，奖金总额为 4 亿
元。每期安排2000万元设

立一等奖特别奖，由当期采
用复式或胆拖投注的一等
奖按中奖注数均分，单注中
奖奖金最高可达1500万元，
直至派送完毕为止。

另外，还设立六等奖特
别奖，奖金总额预先安排6
亿元。每期对当期采用复
式或胆拖投注的所有六等
奖按每注 5元派送固定奖

金，直至派送完毕为止。若
最后一期六等奖派奖奖金
不足以支付当期六等奖特
别奖奖金，差额部分由调节
基金补足。

彩民如果采用复式或
胆拖投注，中得头奖再得派
奖金，中得六等奖则奖金翻
倍，赶快行动收获更多好运
吧。 豫福

福彩双色球
10亿大派奖火热进行中

上一轮荷兰 3∶0 横扫德
国，保持着与法国竞争小组头
名的机会，但他们接下来两场
都要取胜。法国队这次的名单
也经历了小波折，曼联前锋马
夏尔和队友博格巴一起因伤提
前退出，曼城左后卫本·门迪则
膝盖有伤，也被迫提前离队。
法国队世界杯后仍然保持不
败，荷兰虽然有所起色但是要
击败世界冠军难度很大。

重点点评

机选5注
驻马店购彩者中头奖

11月 14日，大乐透第
18134期开奖，全国送出2
注头奖，其中1注1000万元
头奖花落我省驻马店市，为
一张10元5注单式票。11
月15日上午，大奖得主张先
生来到省体彩中心领奖。

“我买彩票时间不算太
长，也就4年时间，因为平时
没有什么爱好，就喜欢买彩
票玩，想起来了买几注，中
不中奖也不当回事。”张先
生说，因为他觉得是你的大
奖终归会是你的，所以他购
彩一直都是机选。

开奖当晚，他看到购彩
微信群里发出一条大奖喜
讯，“体彩销售员说西平县
出了个 1000万大奖，然后
我就拿出彩票，当看到第3
注时，感觉号码都对上了，

然后又对了两遍，还是一
样。脑袋一下子就蒙了，天
呐，我怎么那么幸运啊！”

“当晚激动一夜没睡，
等到天亮赶紧赶来兑奖。”
张先生开心地说，对于这笔
意外之财，他要先用于赡养
老人，剩下的再用于子女教
育和改善生活。

将错就错
洛阳购彩者揽3665万

11月 12日，大乐透第
18133期开奖，全国送出9
注头奖，其中5注花落我省
洛阳，中奖彩票为一张5注
号码、5倍投、50元投入的单
式倍投票，单票擒奖3665万
元。11月 15日下午，大奖
得主李先生来到省体彩中
心兑奖，分享了购彩历程。

据了解，李先生是一位
体彩忠实老彩民，购彩有近

20年时间。“虽然我彩龄长，
但选号很随心所欲，多数情
况下是机选，有时候也会守
几期。因为平时都是用零
花钱买，中不中奖我也不在
乎，就是抱着纯玩的心态。”

说起这次中奖，李先生
表示巧合成分也挺多。“当
时机选了5注号码后，我看
兜里有25块钱，以为正好投
5倍，但票打出来后是50块
钱，索性将错就错了。”

让人没想到的是，正是
将错就错的心态，让他意外
收获了5注头奖，奖金共计
3665万元。

对于奖金的安排，李先
生表示要拿出一部分用来
做生意，改善一下生活。“虽
然奖金很丰厚，但不想因此
影响家庭正常生活，打算稳
稳心态，再好好规划规划。
今后我还会继续支持体彩，
支持体彩公益事业。”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吴佩锷

接连两期，河南两位购彩者分别收获大乐透巨奖，可谓十分好
运。11月15日，大奖得主同天现身领奖，分享中奖经历。据了解，
两位购彩者分别来自驻马店、洛阳，均采取机选投注，分别中得
1000万元和3665万元，引来众人羡慕。

11月14日，漯河市建设
路中福在线销售厅传来喜
讯，幸运彩民李先生在“连环
夺宝”游戏第二关拍出20个
绿宝石，喜中25万元大奖！
这是近年来该市中出的第63
注全国累积奖！

11月份以来，天气渐渐
寒冷，李先生依然像往常一
样午饭休息过后就来到销售
大厅，办理了一张游戏卡，开
始了“连环夺宝”的游戏。

在游戏进行到第二关
时，忽然屏幕上方落下20颗
绿宝石，随后屏幕上就显示
中出大奖的字样。这时，便
听到旁边的工作人员兴奋地
说：“恭喜你中大奖啦，25万
呀。”李先生激动不已，意外
中奖，没想到在这个寒冷的

季节，建设路中福在线销售
厅却为他送上了温暖，收获
了这么大一个惊喜。

李先生说：“最近一直看
到咱们福彩的宣传，不但有
双色球头奖，中福在线也是
频频出大奖，我就也来蹭蹭
喜气，没想到我也中啦！”

据统计，从10月15日至
11月14日，漯河福彩就大奖
不断，不但有双色球头奖536
万，仅中福在线全国累积奖
就中出5注。

目前，漯河市中福在线
在黄山路、建设路、金山路、
临颍县以及舞阳县都设有销
售厅，相信一定会给彩民朋
友带来全新的惊喜，在奉献
爱心的同时，也将收获属于
自己的幸运！ 豫福

漯河彩民
频揽中福在线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