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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奖彩票

每注金额
37047元

50元
5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8344期中奖号码
2 3 16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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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3736元，中奖
总金额为144992元。

中奖注数
2注

263注
5166注
293注
135注

3注

1378099元
24608元

15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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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48期

全国
中奖注数

1注
8注

248注
545注

8114注
9694注

83657注

全省
中奖注数

0注
0注
6注

14注
215注
255注

2497注

01 05 11 13 19 20 21 16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83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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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8754元。

中奖注数
329注

0注
800注

中奖号码：3 9 7
“排列3”第18344期中奖号码

8 8 7
“排列5”第18344期中奖号码

大乐透第18148期中奖号码

前区02 06 24 33 34后区02 03

8 8 7 7 5

专家荐号

徐新格

福彩3D第18345期预测

比较看好2、3、7有号，重点
可关注百位或十位。四六分解
式推荐：2378——0145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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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6、037、
057、067、126、128、136、138、148、

158、167、168、178、236、239、247、
249、256、267、336、346、347、348、
356、358。

双色球第18148期预测

红色球试荐：01、06、09、10、
13、16、18、20、23、24、25、29、30。

蓝色球试荐：02、03、04、14、
16。

七星彩第181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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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二位
4、5，三位0、9，四位1、4，五位3、6，
六位4、9，七位2、7。

22选5第18345期预测

大小比例关注3∶2，奇偶比
例关注3∶2，重点号关注06、13、
15，可杀号02、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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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4、06、
07、09、12、13、14、15、18、19、21。

大乐透第18149期预测

推荐“9+3”：03、08、14、16、
25、26、29、31、34+02、07、11。

排列3第18345期预测

百位：1、4、8。十位：2、6、
7。个位：0、3、5。 夏加其

戒烟购彩十七年

驻马店购彩者揽七星彩500万

周二竞彩强档推荐

艾因主场加持 河床蓄势待发

今日竞彩重点赛事投注推荐
日期

“二串一”玩法

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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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阿布扎比艾因 VS 河床

011米德尔斯堡 VS 伯顿

推荐

负

胜

百元可中奖

182元

细心的购彩者会发现，
体彩实体店在醒目位置都摆
放着“理性购彩”“未成年人
不得购买彩票及兑奖”等警
示标语，“量力而行”也是很
多销售人员经常对购彩者说
出的谆谆之语。

引导购彩者理性购彩是
体彩事业发展的重要工作之
一。中国体育彩票在全国范
围内制定宣传规范，禁用“投
资理财”“收益保障”“包赚不
赔”“致富法宝”等虚假性宣
传、误导性宣传，同时配发警
示标语，提醒理性投注，倡导
购彩者养成良好的购彩习惯。

除了倡导理性购彩，在
社会最关注的就业问题上，
遍布全国近20万家体彩实体
店，已为全社会提供超过33
万个就业岗位，解决了不少
困难户、下岗工人等就业问
题，而这个数量随着体彩销
售规模的扩大，还会进一步

增大。家住安徽省淮南市凤
台县丁集镇的付家娟从事体
彩销售工作，她的丈夫因突
如其来的车祸失去了年轻的
生命，留下一双儿女和年迈
多病的婆婆，付家娟用这份
工作支撑一家四口的生活。
对于自己的不幸，付家娟乐
观地说：“这不算什么，比自
己苦的人多着呢，体育彩票
是一项社会公益事业，自己
能够为国家公益做贡献，又
能有收入，已经很知足了。”

24年来，中国体育彩票
已累计筹集公益金超过4300
亿元，所筹集的公益金广泛
用于社会公益事业和体育事
业。中国体育彩票将始终以

“建设负责任、可信赖、健康
持续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
为己任，致力于责任彩票建
设，为更好地提升履责能力，
更好地为社会公众服务而不
懈努力。 河体

2018年12月11日，七
星彩第18145期开奖，开奖
号码是7296288；驻马店驿
城区购彩者幸揽 5000005
元，包含一注一等奖和一注
六等奖。近日，中奖者刘先
生来到省体彩中心领取了
奖金。

据了解，刘先生有17年
的购彩经历，之前没有中过
大奖，最多的时候也就中了

几百块钱。对于这次中奖，
王先生高兴坏了，准备用这
些钱买个改善房，让全家住
上大房子。

中奖者刘先生从前很
爱抽烟，但自从购彩后，渐
渐地把抽烟的习惯给戒掉
了。刘先生说：“自从爱上
彩票后，每天下班后总想
买上一点过过手瘾，但是
又不想多增加自己平常的
开支，于是就把烟戒了，用
这部分钱来购彩。起初只
是手头紧想这么尝试一段
时间，没想到渐渐地竟然
把烟瘾真的给戒掉了。现
在不仅收获了健康，还收
获了财富。”

说起购彩经验，刘先生
说道：“购彩主要就是坚持，
我自己坚持了十几年，早已
经成为了一个习惯、一个爱
好。最初一段时间没中奖
时，大家就劝我说还是别买
了，还不如多买包烟抽。但
是想着只要钱不花多，量力

而行，当做一个爱好也是蛮
不错的，平常也很享受和其
他彩友交流的过程，就这么
一直坚持了下来。这次中
奖的号码是守了一年多的
号，我不喜欢根据情形和趋
势来回反复换号，我喜欢的
号就会一直买它，果然皇天
不负有心人，我这次买了五
注，有三注都是临时起兴选
的，结果这三注都没中，中
大奖的还是我守的这组号
码。我相信大奖是属于那
些有良好心态能坚持不懈
的人。”

购买中国体育彩票的
人越来越多，中国体育彩票
的公益性也被越来越多的
人所认识，购买体育彩票做
公益已成为广大购彩者的
共识。我们希望更多的购
彩者积极参与到这项公益
事业中来，献出您的爱心，
中取属于自己的头奖，最后
还要提醒大家：快乐购彩，
理性投注。 河体

东道主阿布扎比艾因在
世俱杯揭幕战3∶3战平惠灵
顿FC，随后在点球大战中4∶
3惊险胜出晋级，而在12月
16日进行的1/4决赛，阿布
扎比艾因打出更高水准，凭
借着默罕默德·艾哈迈德、班
达·默罕默德、侯赛因·埃尔
沙哈特的三连击，3∶0完胜
非洲冠军突尼斯希望。

本周三，阿布扎比艾因
将在半决赛坐镇主场迎战

南美解放者杯冠军河床，就
双方实力而言，阿布扎比艾
因自然远逊于河床。不过，
随着世俱杯的深入，阿布扎
比艾因的状态呈现上升势
头，此外，拥有东道主之利
的优势也不可小视，而在西
亚，这种优势往往还会被进
一步放大。人员方面，前锋
贾马尔-易卜拉欣-侯赛因
本场比赛解禁回归，阿布扎
比艾因可以派出理论最强

阵容冲击决赛门票。
12月 10日，河床在解

放者杯决赛次回合1∶1战平
博卡青年，随后通过加时赛
3∶1胜出捧杯。休整了一周
多以后，河床开赴西亚参加
世俱杯。

1986 年，河床曾夺取
过洲际杯冠军，这项赛事是
世俱杯的前身，而在 2015
年的世俱杯半决赛，河床曾
1∶0小胜广岛三箭，后来决
赛0∶3不敌巴萨。本届世
俱杯，河床的目标是进入决
赛争夺冠军。就对手实力
而言，河床应该能够压制阿
布扎比艾因，更何况，对方
近期连续作战，而河床有着
以逸待劳的体能优势。人
员方面，所有常规主力均可
供主帅加拉多调遣，河床具
备打出理论最高水准的先
决条件。 河体

倡导理性购彩 助力社会发展

中国体育彩票彰显责任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