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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票AⅠ·20

今日竞彩重点赛事投注推荐
日期

“二串一”玩法

12/7
（周五）

胜平负游戏单固玩法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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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3云达不来梅VS杜塞尔多夫

016摩纳哥VS尼斯

014尤文图斯VS国际米兰

推荐

胜

负

胜

百元可中奖

443元

142元

竞彩周五强档推荐

尤文图斯迎击蓝黑军团

每注金额
0元

50元
5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8333期中奖号码
4 1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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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7722元，中奖
总金额为126776元。

中奖注数
0注

381注
6522注
360注
263注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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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34050 元，本省中奖总金额：
14548971元。

红色球

14
蓝色球

04 06 15 28 32 33

第2018143期

全国
中奖注数

全省
中奖注数

6480336元
253048元

3000元
200元
10元
5元

5000000元
5元

16注
117注

1547注
56970注

1124440注
7428130注

8注
4061848注

1注
15注
88注

3763注
56715注

335507注
0注

202326注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83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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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8234元。

中奖注数
234注
184注

0注

中奖号码：288 “排列3”第18333期中奖号码

8 3 6
“排列5”第18333期中奖号码

8 3 6 2 4

徐新格

福彩3D第183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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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347——0156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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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5、036、038、045、057、

067、078、136、138、145、146、
148、149、167、178、236、238、
239、245、249、267、336、356、
358、366。

双色球第18144期预测

红色球试荐：03、04、06、10、
12、18、19、20、22、23、25、26、30。

蓝色球试荐：01、02、05、06、
09。

专家荐号

22选5第18334期预测

大小比例关注3∶2，奇偶比
例关注2∶3，重点号关注06、13、
20，可杀号 0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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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4、

06、09、10、11、13、14、16、17、
18、20。

排列3第18334期预测

百位：1、5、6。十位：2、4、
7。个位：3、6、8。 夏加其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吴佩锷

主场占优
云达不来梅可保不败

云达不来梅上轮主场
比分1∶2惜败拜仁慕尼黑，
连续5轮不胜。他们在场面
上并未明显处于下风，给拜
仁的得分机会并不多，唯一
进球由克鲁泽助攻大迫勇
也打进。

杜塞尔多夫上轮在主
场0∶1不敌美因茨，吃到本
赛季第8场败仗，继续排名
联赛榜末。除了霍夫曼和
孔滕托两名老伤兵之外，后
腰索伯特卡在训练中扭伤
膝盖预计也长期伤缺。虽
然云达不来梅牌面实力高
于杜塞尔多夫，但前者也处
于低迷期，而且他们面临中
卫危机，尤其莫伊桑德伤缺
对球队影响非常大。

势不可挡
尤文图斯欲再下一城

尤文图斯上轮客场3∶0

击败佛罗伦萨，各项赛事取
得4连胜。

尤文图斯本赛季联赛
主场6胜1平；C罗上轮点
球破门，在射手榜上已排名
并列第1；后卫巴尔扎利因
伤要休战两个月左右，目前
中场赫迪拉也还在养伤，中
场埃姆雷·詹有望在本轮复
出。

国际米兰上轮客场2∶2
平罗马，联赛欧冠近5战仅
有1胜，其中客场1平2负；
前锋伊卡尔迪上轮破门打
进本赛季第8球，本周他获
评上赛季意甲最佳球员，上
轮被罚出场的主帅斯帕莱
蒂没有被停赛，本场仍可坐
上教练席，中场纳英戈兰仍
在养伤。

尤文图斯本赛季至今
取得13胜1平的佳绩，球队
状态势不可挡。同时，尤文
图斯近3次主场面对国际米
兰都未尝败绩，占据一定优
势，而且球队状态也处于较
好阶段，尤文图斯本轮主场

称雄几率更高。

状态不佳
摩纳哥取胜存疑

摩纳哥上轮客场 2∶0
击败亚眠，近3轮第2胜并
暂时逃离了降级区，前锋法
尔考点球梅开二度，是役摩
纳哥处于较大劣势；共有14
人受到伤病困扰，其中包括
门将苏巴西奇、后卫西迪
贝、中场阿奥鲁和格朗希
尔、边锋L.洛佩斯等5名主
力；主力中场戈洛文解禁。

尼斯上轮主场0∶0与
昂热握手言和、遭遇两连
平，但已连续6场不败且一
球未失，比赛中尼斯稍占优
势，但效率低下；后卫雅莱
因伤参赛成疑，前锋毛利达
和勒比昂、门将哈森和卡尔
迪纳尔、后卫科利有伤，后5
人均为替补。德比大战，摩
纳哥战绩改善，但状态仍不
理想，加上阵容残缺，对阵
尼斯存在一定难度。

本周五，竞彩共开售21
场比赛，其中德甲、法甲、西
甲等均有赛事入选。尤文图
斯上轮客场3∶0击败佛罗伦
萨，各项赛事取得4连胜，而
他们的对手国际米兰上轮客
场2∶2平罗马，联赛欧冠近
5战仅有1胜，其中客场1平
2负，此役面对状态正值巅
峰的尤文图斯，恐怕凶多吉
少。

12月1日，随着一阵欢
呼声与喝彩声，济源中福在
线新济路销售厅传出喜讯：
一位彩民在“连环夺宝”游
戏中幸运地收获25万元大
奖。

据销售厅工作人员介
绍，中奖彩民是位老彩民，
钟情于“连环夺宝”已经多
年，每周都要到销售厅玩几
次。12月1日当天，他从外
地回来，便来到中福在线销
售厅，随意选了个投注机器

就开始投注。投注过程中，
在连环夺宝第二关中押5注
100分，只见屏幕上20颗黄
色宝石悉数落停，画面上赫
然出现了“恭喜中得全国累
积大奖 25 万元”的字样。
面对突如其来的大奖，这位
老彩民既感意外又十分高
兴，但表现得十分镇静，继
续玩着游戏，因随身没带身
份证，游戏结束后和工作人
员打了个招呼便离开了。

销售厅里其他彩民看

到游戏机上都出现了中奖
提示，众人纷纷猜测是谁中
了大奖。“因为当时厅里的
彩民不多，所以很快大家就
知道是谁中了大奖，大家都
围到中奖彩民身边向他贺
喜、取经，而中奖彩民则淡
定地边继续投注边和大家
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直到
游戏结束后才退机离开。”
工作人员说，中奖彩民不愧
是位老彩民，面对25万元
大奖很淡定。 豫福

济源彩民再揽中福在线大奖
奖金25万元，为“连环夺宝”游戏所中

12 月 5 日，大乐透第
18143期前区开出号码04、
07、20、22、33，后区开出号
码01、02。本期全国共销售
2.09亿元，单期为社会筹集
彩票公益金7553万元。

本期全国头奖空开。据
统计，最近三个月以来，体彩
大乐透头奖均“全勤”出席，
上一次出现空缺是在今年9
月3日开奖的第18103期。

二、三等奖的奖金双双
走高。二等奖开出34注，每

注奖金为 31.13 万元；其中
12注采用追加投注，每注多
得奖金18.68万元。追加后，
二 等 奖 的 单 注 总 奖 金 为
49.81万元。三等奖开出441
注，每注奖金为9612元；其
中130注采用追加投注，每
注多得奖金5767元。追加
后，三等奖单注总奖金为
1.53万元。

本期开奖结束后，68.75
亿元滚存至12月8日开奖的
第18144期。 河体

大乐透上期头奖空开

为回馈彩民，11月28日
起，河南省福彩中心开启“幸
运彩”400万元大赠票活动，
赠完为止，目前活动正在火
热进行中。

活动期间，采用幸运一
全选三、幸运二任三、幸运二
任五投注的彩民，中奖后均
可额外收获赠票金额。其
中，幸运一全选三：单注奖金

30元，赠票金额10元；幸运
二任三：单注奖金100元，赠
票金额30元；幸运二任五：单
注奖金14元，赠票金额4元。

福彩“幸运彩”画面直
观、玩法简单、中奖容易，既
有组选、直选等投注方式，也
有复式、胆拖等辅助方式。
全力回馈，惊喜再临，赶紧行
动收获更多好运吧。 豫福

“幸运彩”大赠票正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