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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票AⅠ·22

每注金额
22235 元

50元
5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8345期中奖号码
2 7 8 16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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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2782元，中奖
总金额为171490元。

中奖注数
3 注

323 注
5317 注
197 注
155 注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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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奖结果

中奖
号码

奖级 每注金额

本期本省投注总额：14976910 元，本省中奖总金额：
17117818元。

红色球

01
蓝色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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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18148期

全国
中奖注数

全省
中奖注数

6665301 元
109037 元

3000 元
200 元

10 元
5 元

11 注
210 注

1475 注
75902 注

1391588 注
8958260 注

2 注
3 注

49 注
2884 注

58352 注
430557 注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83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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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0214元。

中奖注数
346注

0注
959注

中奖号码：692
“排列3”第18345期中奖号码

4 7 8
“排列5”第18345期中奖号码

七星彩第18148期中奖号码

2 3 3 2 0 9 4

4 7 8 3 4

七星彩第18149期预测

重点号码看好2、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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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二位
5、8，三位3、7，四位0、6，五位4、5，
六位2、7，七位1、6。

22选5第18346期预测

大小比例关注 2∶3，奇偶

比例关注3∶2，重点号关注03、
10、17，可杀号14、16；本期可能
出现一组二连号，热点区间关
注二区，推荐一个小复式：01、
03、04、06、07、09、10、11、13、
15、17、18。

排列3第18346期预测

百位：0、5、7。十位：3、4、
8。个位：2、6、9。 夏加其

专家荐号

皇家马德里已经连续两年
问鼎世俱杯，今年目标是三连
冠。但现在他们有不少人受伤
养病中，皇马在冲击世俱杯三
连冠的道路上也面临着锋线人
手紧缺的难题。鹿岛鹿角在1/
4 决赛中 3∶2 逆转击败中北美
冠军瓜达拉哈拉。两队曾在
2016年的世俱杯决赛中有过交
手，目前两支队伍的实力和两
年前相比，均有一定程度的削
弱。

重点点评

健康购彩，为美好生活添彩

郑州购彩者喜领大乐透859万元

中福在线再送好运

河南俩彩民各获中福在线25万元

今日竞彩重点赛事投注推荐
日期

“二串一”玩法

12/19
（周三）

胜平负游戏单固玩法

12/19
（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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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岛鹿角 VS 皇家马德里

008拜仁慕尼黑 VS 莱比锡红牛

013阿森纳 VS 托特纳姆热刺

推荐

负

胜

胜

百元可中奖

141元

230元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吴佩锷

短暂休整两期之后，12
月17日，大乐透第18148期
一口气送出了6注头奖，有3
注头奖被我省彩民收入囊
中。12月18日上午9点，其
中一位大奖得主，来自郑州
的王女士现身省体彩中心兑
取了859万元的奖金。

“我请了半天假专门来
兑奖，一会还要去上班。”一

脸淡然的王女士对这突如其
来的惊喜并没有特别兴奋。
她介绍说，第一次接触彩票
大概在15年前，最开始是同
事带着她玩，别人买啥号她
就照着买。不知不觉这么多
年过去，她也渐渐成长为一
名老玩家。“多数情况下我都
是自选号码，下班没事了去
彩票店看看走势图，选几个
看着不错的号码。这次中奖
的号码我研究了个把小时，
再加上跟彩民交流，最后选
出来复式‘6+3’。”王女士告
诉记者，她从来也没太在意
结果，中不中奖无所谓，不中
就当做慈善了。“根据这么多
年的经验，我认为大奖是可
遇不可求的，是你的就是你
的，所以这个东西要看淡，不
能过度沉迷其中，否则就会
无法自拔，背离了娱乐的本
质。”

据了解，由于王女士采
用的是复式投注，除了击中
1注头奖，还有2注二等奖、5
注三等奖、10注四等奖，累
计收获奖金859万元。“开奖
当晚我没关注，还是体彩销
售员打电话告诉我中奖的消
息，得知喜讯后并没觉得很
激动，真的是心无波澜。”王
女士平静地说，“目前就我跟
丈夫知道这个事，也不打算
告诉孩子，怕影响学业，不能
因为这个大奖影响家庭正常
生活。”

对于大奖的安排，王女
士表示先把房贷清了，剩下
的以后再做打算。“不管怎
样，有了这笔奖金是锦上添
花的事。非常感谢体彩，这
么多年的坚持还是有回报
的，今后我还会继续购买体
彩，抱着一颗平常心，继续保
持健康的购彩习惯。”

中奖彩票 省体彩中心供图

12月14日下午4时许，
沁阳市建设路福彩中福在线
销售厅热闹非凡，大家一边
玩一边时不时地聊着游戏。

突然间，大厅角落里传
来了“中了，中了”的声音，大
家的目光一致投向了那名激
动不已的彩民。原来是一位
彩民在“连环夺宝”游戏第三
关拍出25颗红宝石，收获奖

金25万元。当屏幕上红宝
石连成一片时，中奖彩民显
得非常淡定，反而是他旁边
的彩民激动地叫了起来，喜
庆的气氛一下子蔓延开来，
周围彩民纷纷道贺。

“这位中奖彩民可是个
‘传奇’呢。”该销售厅工作人
员说，此次中奖彩民是中福
在线的铁杆彩民，他空闲的

时候就会到销售厅休闲娱乐
一番。在所有游戏中，他最
喜欢“连环夺宝”。

“这位彩民前年就在我
们销售厅中了头奖，去市福
彩中心兑奖时，又在民主南
路销售厅拍中了 5万元大
奖，去年则在济源的中福在
线销售厅中了一注头奖，三
年连续中奖。”工作人员说。

12月 9日 17点 32分，
漯河市黄山路中福在线销售
厅再次爆出中奖喜讯，幸运
彩民王先生在“连环夺宝”游
戏第三关拍出24颗红宝石，
喜中25万元大奖。这是近
年来该市中出的第65注25
万全国累积奖。

王先生是中福在线的常
客，当天，他和朋友还跟往常
一样来到黄山路中福在线销
售厅，各自选好投注机入
座。据介绍，王先生当时用

的是8号终端机。没用多长
时间，他就顺利闯到“连环夺
宝”游戏的第三关。忽然，游
戏画面锁定在24颗红宝石
上，接着屏幕上就出现中奖
画面“恭喜中得累积奖25万
元”。

大厅彩民听到喜讯后，
大声惊呼起来，“又中25万
大奖了”。此刻的王先生十
分惊喜，真有点不敢相信，他
说：“真没有想到这份幸运大
奖会降临到我的头上。”王先

生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与
工作人员交流着。

漯河市黄山路中福在线
销售厅今年7月至12月中
出7次全国累计大奖，这给
正值初冬的销售厅增添了一
股股暖流，也让彩民们感受
到喜庆的气氛。“我们一定要
以优质的服务态度和整洁舒
适的卫生环境，为彩民营造
一个和谐舒适、优雅的良好
氛围。”该销售厅工作人员坚
定地说道。 豫福

沁阳彩民连续3年获大奖

漯河彩民揽中福在线好运

大乐透开出6注头奖
奖池滚存至69.67亿元

12 月 17日，大乐透第
18148期开奖，全国送出 6
注头奖，花落黑龙江、上海、
浙江、河南、广东。其中，1
注为1345万元追加投注头
奖，5注为841万元基本投
注头奖。

本期，前区开出号码
“02、06、24、33、34”，后区开
出号码“02、03”。

数据显示，河南中出的
1345万元头奖出自平顶山，
中奖彩票是一张15元 5注
单式追加票，单票擒奖1345
万元。

河南中出的841万元头
奖出自郑州，中奖彩票是一
张6+3组合复式票，共投入
36元，单票擒奖859万元。

广东中出的841万元头
奖出自江门，中奖彩票是一
张6+2组合复式票，投入12
元，单票擒奖844万元。

黑龙江中出的841万元
头奖出自齐齐哈尔市，中奖
彩票是一张8+2组合复式
票，共投入112元，单票擒奖

851万元。
上海中出的841万元头

奖出自浦东区，中奖彩票是
一张10+2组合复式票，共
投入504元，该票除中出1
注一等奖外，还中出了25注
三等奖、100注四等奖等若
干小奖，单票擒奖859万元。

浙江中出的841万元头
奖出自杭州，中奖彩票是一
张 9+3 组合复式票，投入
756元，除中得1注一等奖
外，还中得2注二等奖、20
注三等奖、100注四等奖等
若干小奖，单票擒奖871万
元。

本期，二等奖开出154
注，基本投注单注奖金为
7.45万元；其中18注采用追
加投注，每注多得奖金4.47
万元。三等奖开出637注，
基本投注单注奖金为6374
元；其中187注采用追加投
注，每注多得奖金3824元。

本期开奖结束后，大乐
透奖池小幅回落，滚存至
69.67亿元。 河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