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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票AⅠ·12

每注金额
35956元

50元
5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8330期中奖号码
2 5 10 13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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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9662元，中奖
总金额为167160元。

中奖注数
2注

251注
4899注

167注
182注

18注

2900759元
24020元
11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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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42期

全国
中奖注数

2注
13注

530注
854注

14278注
14867注

148619注

全省
中奖注数

0注
0注

14注
15注

443注
347注

3929注

05 13 14 18 24 25 30 22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83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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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8230元。

中奖注数
366注
302注

0注

中奖号码：1 7 1

“排列3”第18330期中奖号码

2 3 6
“排列5”第18330期中奖号码

大乐透第18142期中奖号码

前区19 24 28 29 34后区10 11

2 3 6 7 8

专家荐号

徐新格

福彩3D第18331期预测

比较看好3、4、7有号，重点
可关注百位或十位。四六分解
式推荐：3467—0125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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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7、027、
037、047、057、126、136、146、156、

147、167、138、148、168、236、256、
247、267、238、278、239、249、269、
348、358、368。

双色球第18142期预测

红色球试荐：03、06、08、14、
15、17、19、20、23、24、25、28、29。、

蓝色球试荐：05、07、09、10、
11。

七星彩第181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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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二位
3、4，三位2、9，四位4、5，五位2、8，
六位1、4，七位3、9。

22选5第18331期预测

大小比例关注2∶3，奇偶比
例关注2∶3，重点号关注04、07、
18，可杀号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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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3、04、
05、07、08、09、11、13、14、18、21。

大乐透第18143期预测

推荐“9+3”：04、07、10、13、
14、18、21、26、28+01、06、07。

排列3第18331期预测

百位：0、3、5。十位：1、4、
8。个位：3、4、7。 夏加其

不期而遇 俩90后同天领大奖
均为10元5注单式投注大乐透，奖金832万元

周二竞彩强档推荐

曼城实力占优 为大战留力

今日竞彩重点赛事投注推荐
日期

“二串一”玩法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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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5伯恩茅斯VS哈德斯菲尔德

009沃特福德VS曼彻斯特城

推荐

胜

负

百元可中奖

190元

截至12月2日，2018年
河 南 省 已 销 售 体 育 彩 票
164.28亿元，超过2017年总
销量34.6亿元，为社会筹集
公益金39.1亿元（其中，用于
河南省体育和社会公益事业
19.55亿元；用于补充全国社
保基金11.73亿元、中央专项
彩票基金5.865亿元、国家体
育 总 局 和 民 政 部 各 使 用
0.9775亿元）。

2000年至今，河南省销
售体育彩票历史总量约923
亿元，为社会筹集公益金约
249亿元。

体彩公益金广泛用于补
充全国社保基金、建设遍布
城乡的健身路径及开展社会
体育活动来支持全民健身和
群众体育、扶贫等，可以说，
无论您是否购买体育彩票，
都将从中受益！ 河体

自选号码
90后女孩击中头奖

郑州女孩小张是一位
90后购彩者，刚从大学毕业
走上工作岗位两年。“我爸
爸买彩票年头比较久，对大
乐透情有独钟，所以我是受
他影响，工作之后也开始购
买大乐透。”

但是说起选号经验，小
张直摇头：“我都看不懂走
势图，只知道大乐透前区从
35个号码里面选5个，后区
从12个号码里面选2个。”
她说，自己买大乐透的方式
很随意，想起来就去买，有
时候机选，有时候自选，这
次中奖彩票上的号码也是
自己随意组合而成的。

开奖第二天，小张用手
机查询开奖号码，发现她彩
票上的第 4注号码正中头
奖，一时间不知所措的小张
把好消息告诉了爸妈，一家
人都特别激动。“一晚上都
没睡着，满脑子都在想‘是
真的吗’‘真的是我中奖了
吗’这类问题，直到来领奖
都感觉不真实！”

对于幸运的降临，小张
说道：“幸福来得太突然！
我得好好想想，但是肯定会
先回报父母，先在郑州买
房，一家人能过得好一点。”

机选5注
幸运小伙收获大奖

无独有偶，郑州女孩刚

走，省体彩中心兑奖室来了
一位年轻小伙儿李先生，原
来他就是同期的安阳中奖
者。更巧合的是，他的中奖
彩票也是一张10元5注单
式大乐透，也是第4注号码
正中头奖号码。

据了解，中奖小伙儿李
先生是江苏人，也是一位90
后，买彩票的时间不长，之
前看朋友买大乐透，他也跟
着买起来。因为没什么购
彩经验，所以李先生每次都
是机选5注单式大乐透，并
进行追加，花费15元，期期
不落。

11月 30日那天，他正
在安阳出差，闲暇时想起来
第二天是大乐透开奖日，于
是找到一家体彩销售网点，
让销售员机选5注大乐透。

“遗憾的是，当时我没来得
及追加，否则我中的不止
832万呀！”小李有些惋惜地
说。

开奖当天晚上，小李就
知道自己中了头奖，回忆起
当时的情景，他还是非常激
动：“兑奖之前这两天，我几
乎都没睡觉，这么大一笔
钱，落到谁身上都肯定得激
动！感觉不真实！”对于奖
金的用途，小李表示还没想
好，暂时先存银行，以后慢
慢做规划。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杨惠明

12月1日晚，体彩大乐透第18141期前区开出号码03、07、23、26、33，后区开
出号码04、09。当期全国共开出7注头奖，单注奖金为832万元，其中2注花落河
南，出自郑州、安阳两地。12月3日上午，这两位中奖者前后脚来到省体彩中心，兑
取了自己的幸运大奖，他们的中奖彩票均为一张10元5注单式投注大乐透。

上周末，伯恩茅斯客场
1∶3输给曼城，遭遇联赛4
连败，前锋C·威尔逊上半场
结束前一度帮助球队扳平
比分，这也是他本赛季第7
个联赛进球。但下半场他
们还是没能抵挡住曼城的
强大攻势；中场戈斯林赛前
热身时受伤并缺席，周中是
否能复出还有待观察；后卫
A·史密斯继续养伤。

哈德斯菲尔德上周末
主场1∶2输给布赖顿，3轮
不败势头中断，后卫M·约
根森开场 1分钟就闪电破
门，但前锋穆涅第32分钟的
红牌改变了局势，他周中也
将停赛，后卫勒夫则继续养
伤。伯恩茅斯连败之后力
求反弹，但哈德斯菲尔德最
近总体状态不差。

另一场比赛，沃特福德

上周末客场0∶2输给莱切斯
特城，遭遇近4轮中的第3
场败仗，中场卡普埃最后时
刻染红，将停赛3场。中场
克莱弗利和后卫扬马特已
经开始恢复训练，但何时能
正式复出还要看主帅格拉
西亚的选择。前锋苏塞斯
上轮难得首发，但表现平平
之下他可能还是会让位于
队长迪尼。

曼城上周末3∶1轻取伯
恩茅斯，保持本赛季联赛主
场全胜纪录，因伤缺席的中
场B·席尔瓦复出并首开纪
录，边锋斯特林和同时伤愈
复出的中场京多安也先后
破门，队长D·席尔瓦和前锋
阿圭罗轮休。曼城周末要
大战切尔西，周中可能会有
所保留。

河体

河南体彩
今年已筹集39.1亿公益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