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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票AⅠ·14

每注金额
6773 元

50元
5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8337期中奖号码
3 4 7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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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9598元，中奖
总金额为193531元。

中奖注数
8 注

436 注
6070 注

286 注
324 注

21 注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83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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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7860元。

中奖注数
574注

0注
1015注

中奖号码：7 3 1
1300952 元

7743 元
1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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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45期

全国
中奖注数

1 注
24 注

230 注
1016 注
6062 注

14767 注
67534 注

全省
中奖注数

0 注
1 注
3 注

30 注
185 注
531 注

2429 注

12 13 15 16 25 29 30 11

“排列3”第18337期中奖号码

5 5 8
“排列5”第18337期中奖号码

大乐透第18145期中奖号码

前区09 18 29 31 33后区06 11

5 5 8 5 3

专家荐号

徐新格

福彩3D第18338期预测

比较看好3、4、6有号，重点
可关注百位或十位。

四六分解式推荐：2346——
015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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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145、146、147、148、156、

167、239、245、247、249、256、
258、259、267、269、347、348、
349、356、358、366、458、467。

双色球第18145期预测

红色球试荐：03、04、11、14、
15、16、17、19、21、26、28、32、33。

蓝色球试荐：01、02、03、09、
12。

七星彩第18145期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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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选5第183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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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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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5、06、
08、10、12、13、14、16、17、20、21。

大乐透第18146期预测

推荐“9+3”：03、09、13、14、
20、24、25、30、31+05、06、12。

排列3第18338期预测

百位：0、5、7。十位：2、7、
8。个位：3、6、7。 夏加其

坚守职责，始终贯彻“公
开公平公正”原则

体育彩票自诞生之日
起，始终贯彻“公开、公平、
公正”的原则。今年6月份，
奥运冠军孙甜甜携手“体
彩·新长城助学基金”河南
部分受资助大学生，走进位
于北京丰台体育中心的中
国体育彩票开奖大厅，现场
观摩开奖，并亲手启动了大
乐透摇奖机的按钮。

其实不仅是孙甜甜，任
何一名社会公众都可以亲
自走进体彩开奖大厅，现场
观看体育彩票开奖——从
2011年7月起，中国体育彩
票开奖大厅向社会开放，符
合条件的公众只要拨打电
话 010-63856787 预约报
名，就可以到开奖场地观看
体育彩票开奖。

体彩开奖大厅还常年
接待全国各地体彩组织的
观摩团。一批又一批的销
售员、购彩者团队或社会人
士，他们零距离见证体彩阳

光开奖。

忠于奉献，真诚服务每
一位购彩者

体育彩票的开奖信息
发布工作是日常工作的重
要一项。信息发布，是将每
期彩票开奖的游戏名称、开
奖日期或期号、当期销售金
额、当期开奖结果、奖池资
金余额、兑奖期限等进行发
布，用最透明的方式让每一
位购彩者都清楚彩票资金
的去向。

近年来，体彩开奖信息
不断拓宽发布渠道，与时俱
进，目前已覆盖电视、网络、
广播、报纸及手机移动端，
满足各类媒介使用者对开
奖信息的需求。比如，网络
直播方面，中国体彩网、竞
彩网；报纸：中国体育报、中
国体彩报。

可以说，不论你是传统
的电视观众、报纸阅读者，
还是时下流行的“手机控”，
都能通过不同媒介，在第一

时间轻松获取体彩开奖信
息。

梦想托付，守护购彩者
的梦想和希望

无论是数据封存、计奖
验奖，还是摇奖设备的保管
与使用。每一位体彩工作
人员均会在公证人员的监
督下秉公而行，用最透明的
方式让购彩者看到开奖的
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细节。

对购彩者来说，中奖是
一种梦想和希望。多年
来，体育彩票不断推陈出
新，与时俱进，为购彩者提
供更加方便快捷的购彩服
务。每一位体彩人都始终
牢记自身使命和责任，守
护着每一位购彩者的梦想
和希望。

信任是一种坚守，更是
最高的奖赏和赞美，为建设
负责任、可信赖、健康持续
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中国
体育彩票将继续扬帆起航、
砥砺前行。 河体

12月8日，体彩大乐透
第 18144期前区开出号码
06、17、18、24、31，后区开
出号码07、11。本期全国共
销售2.18亿元，为社会筹集
彩票公益金7859万元。

本期全国共开出7注头
奖。其中，4注为1119万元
（含419万余元追加奖金）
追加投注头奖，分落山东（3
注）和浙江；3注为699万余
元基本投注头奖，分落河
南、重庆和四川。

数据显示，河南中出的
699万元头奖出自郑州，中
奖彩票为一张3注6元投入
的单式票。山东中出的3注
1119万元头奖全部出自济
南一网点，中奖彩票为一张
18元的单式追加倍投票，单

票擒奖3357万元。浙江中
出的1119万元头奖出自湖
州，中奖彩票为一张6+3复
式追加票，投入54元，单票
擒奖1137万元。重庆中出
的699万元头奖出自渝北，
中奖彩票为一张7+2复式
票，投入 42 元，单票擒奖
702万元。四川中出的699
万元头奖出自成都，中奖彩
票为一张5注10元投入的
单式票。

本期二、三等奖的中奖
数量较多。二等奖开出167
注，每注奖金为4.97万元；
三等奖开出1180注，每注
奖金为2714元。

奖号方面，前区06、17、
18、24、31分布较为零散，
各个号段上均有号码现

身。最小号码开出0号段上
的06；1号段上开出17、18
一对连号组合，其中17为之
前前区的冷号，曾有27期没
有露面，本期开出；2号段上
开出24，该号为隔期开出号
码；最大号码开出3号段上
的31。后区开出07、11两
个大号。其中07为之前后
区的冷号，曾有27期没有露
面；11为隔期开出号码。

冷号方面，截至目前，
前区的02已有30期没有露
面，正持续走冷。

奖 池 方 面 ，截 至 第
18145期开奖结束后，68.63
亿元滚存至12月12日（周
三）开奖的第18146期，这
一水位较上期微涨，继续处
在历史高位。 河体

从阳光开奖到信息发布

体彩公信 源于信任
公信力是中国体育彩票的生命。中国体育彩票发行二十四年来，一直遵循

“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从阳光开奖到信息发布，每一个流程、每一个环节，
体育彩票都时刻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

郑州购彩者
喜中大乐透699万元

利物浦上周末联赛4∶0大胜伯恩茅斯，并超越输球的曼城占据
积分榜榜首宝座；此前一场轮休的前锋萨拉赫重返首发并上演帽子
戏法，射手榜上也追平榜首的奥巴梅扬。那不勒斯上周末主场4∶0
大胜弗洛西诺内，联赛欧冠3连胜，不败场次扩大到12场。利物浦
只有以1∶0或者两球以上优势取胜方可晋级。尽管利物浦此前3场
作客的小组赛全败，但球队主场成绩不俗，此役红军有望凭借主场
之利实现逆袭。

重点点评

今日竞彩重点赛事投注推荐
日期

“二串一”玩法

12/11
（周二）

胜平负游戏单固玩法

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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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1巴塞罗那vs托特纳姆热刺

012国际米兰vsPSV埃因霍温

014利物浦vs那不勒斯

推荐

胜

胜

胜

百元可中奖

231元

148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