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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票AⅠ·14

每注金额
65418 元

50元
5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8323期中奖号码
8 14 15 17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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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5946元，中奖
总金额为186898元。

中奖注数
1 注

295 注
5986 注

229 注
284 注

19 注

1345407 元
24025 元

1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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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39期

全国
中奖注数

1 注
8 注

266 注
564 注

7680 注
11304 注
82764 注

全省
中奖注数

0 注
0 注
4 注

24 注
220 注
508 注

2825 注

06 13 15 18 22 26 29 16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83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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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4796元。

中奖注数
915注

0注
1598注

中奖号码：9 2 4
“排列3”第18323期中奖号码

2 6 5
“排列5”第18323期中奖号码

大乐透第18139期中奖号码

前区05 11 16 28 35后区06 09

2 6 5 0 9

专家荐号

徐新格

福彩3D第18324期预测

比较看好2、4、7有号，重点
可关注百位或十位。

四六分解式推荐：2467——
0135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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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5、047、
056、057、067、146、147、148、156、

167、239、245、249、256、258、259、
269、278、336、346、347、348、349、
356、366、367。

双色球第18139期预测

红色球试荐：04、05、08、09、
10、12、14、15、22、27、29、30、31。

蓝色球试荐：02、04、05、12、
14。

七星彩第181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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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四位5、7，五位1、5，
六位3、4，七位2、4。

22选5第18324期预测

大小比例关注3∶2，奇偶比
例关注2∶3，重点号关注05、12、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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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06、08、10、12、15、16、18、19、20。

大乐透第18140期预测

推荐“9+3”：06、11、14、18、
19、24、27、28、31+03、06、08。

排列3第18324期预测

百位：0、3、6。十位：1、4、
5。个位：2、6、7。 夏加其

2018河南体彩销量超164亿元
筹集38.1亿元公益金造福社会

“能够拿下这个体彩大
奖，得感谢1.77亿大乐透得
主‘孙悟空’。”11月20日，重
庆购彩者李女士火速现身领
走1606万元大奖时说道。

11月19日，在体彩大乐
透第18136期开奖中，李女士
凭借一张7+2复式追加票，
擒获1注1600万元一等奖及
小奖若干注，单票擒奖1606
万元。

据李女士介绍，2011年，
重庆江北的体彩大乐透1.77
亿大奖得主，全靠玩转了7+2
小复式投注，这也让她对7+2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那一
天开始，我每期大乐透都会
买一张7+2小复式，别人能

靠它中大奖，我就不信我不
行！”李女士说，她多年如一
日，始终没有落下一期体彩
大乐透。

倔强的李女士终于等来
了她想要的结果。11月 19
日，她所购买的7+2追加小
复式成功命中了开奖号码，
所获总奖金高达1606万元。

得知这一好消息后，李
女士兴奋得一夜未眠，第二
天前往当地体彩中心领取大
奖。领到奖金后，李女士第
一时间为公益事业捐出了20
万元，并表示还会尽自己的
力量，向身边有困难的人献
出爱心。 中体

上周（11 月 19 日-11
月25日），中国体育彩票在
河南省销售4.05亿元，为社
会筹集公益金 9198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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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9
万元）。

截至11月25日，2018

年河南省已销售体育彩票
164.2亿元，超过2017年的
总销量30.5亿元，为社会筹
集公益金38.1亿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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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亿元）。

至此，河南省销售体育
彩票历史总量约919亿元，

为社会筹集公益金约248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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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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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体

主场作战
拜仁值得追捧

拜仁慕尼黑上周末主场
爆冷被杜塞尔多夫3∶3绝
平，连续丢分后与多特蒙德
的差距继续扩大。边锋罗
本已伤愈并在上周末进入
替补席，边锋科曼、中场托
利索和J·罗德里格斯还在
养伤，周中也将继续缺席。

本菲卡上周五葡萄牙
杯主场2∶1逆转阿鲁卡，前
锋霍纳斯和拉法·席尔瓦分
别进球，中场科洛维诺维奇
复出；上一轮欧冠受伤的前
锋萨尔维奥和后卫莱马、若
昂·菲利佩都在养伤。

拜仁的欧冠表现要好
于联赛，此战主场取胜出线
还是应该有较大把握的。

实力相当
曼城战平即可出线

里昂上周末主场1∶0小

胜圣埃蒂安，取得9月底以
来的首次连胜，不败场次也
扩大到7场，近期在俱乐部
和国家队表现都不错的前
锋德佩助攻后卫德纳耶尔
破门，当时因停赛缺席的中
卫莫雷尔周中复出，前锋高
尔利和后卫杜博伊斯继续
养伤。

曼城上周末做客 4∶0
血洗西汉姆联，三条战线豪
取8连胜，欧冠首战输给里
昂后13场比赛12胜 1平，
并继续力压利物浦在联赛
中领跑；D·席尔瓦首开纪
录，斯特林和萨内互相传
射，后者梅开二度，因伤没
有参加国家队比赛的中卫
奥塔门迪难得首发，不过周
中他很可能还是得回到替
补席。

两队目前分列小组第
一和第二位，榜首曼城此役
只要1分就能提前出线，他
们面对同样需要抢分晋级
的里昂，一场和局相信大家
都能接受。

状态低迷
皇马恐难挡罗马

罗马上周末做客0∶1输
给乌迪内斯，遭遇近6场比赛
首败，全场比赛他们控球率达
62%，射门更是23∶8，几乎是
对手的三倍；主帅迪弗朗西
斯科的首发安排还是明显
在为欧冠留力，中锋哲科和
后卫弗洛伦齐等几名主力
都没有首发。

皇马上周末做客 0∶3
惨败给埃瓦尔，索拉里上任
后的4连胜被终结，后卫瓦
拉内和马塞洛的复出也能
改善防线，欧冠第2轮受伤
至今的右后卫卡瓦哈尔则
是替补复出；后腰卡塞米罗
和后卫纳乔还在养伤；队长
拉莫斯近期陷入的禁药丑
闻仍在发酵。

罗马近5次主场对皇马
的比赛有4次输球，但后者
当下正处低迷状态，或是罗
马复仇的好机会。

周二竞彩强档推荐

曼城做客复仇，罗马落井下石

重庆女子中大乐透1606万
捐出20万支持公益事业

今日竞彩重点赛事投注推荐
日期

“二串一”玩法

11/27
（周二）

胜平负游戏单固玩法

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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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3拜仁慕尼黑VS本菲卡

024里昂VS曼彻斯特城

025罗马VS皇家马德里

推荐

胜

平

胜

百元可中奖

573元

307元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吴佩锷

本周二，竞彩共开售29
场比赛，其中欧冠小组赛第
五轮有多场比赛值得关注。
拜仁慕尼黑上周末主场爆冷
被弱旅杜塞尔多夫3∶3逼
平，本菲卡上周五葡萄牙杯
主场2∶1逆转弱旅阿鲁卡，
不过前者欧冠上的表现要
好于联赛，此役主场取胜出
线还是应该有较大的把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