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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体彩年销量首破180亿元
为社会筹集体彩公益金逾4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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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风采”22选5开奖公告

河南销售总额为358886元，中奖
总金额为19220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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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全国开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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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本省投注总额：14638854元，本省中奖总金额：
552319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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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835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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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河南 3D 及附加玩法销售额为
1455108元。

中奖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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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奖号码：609 “排列3”第18354期中奖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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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新格

福彩3D第18355期预测

比较看好5、8、9有号，重点
可关注百位或十位。

四六分解式推荐：1589—
0234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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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7、058、078、126、128、129、

136、138、146、148、149、167、
168、239、249、256、259、269、
278、348、349、356、358。

双色球第18153期预测

红色球试荐：03、06、08、10、
11、14、18、19、24、25、29、30、33。

蓝色球试荐：06、10、12、14、
16。

专家荐号

22选5第18355期预测

大小比例关注3∶2，奇偶比
例关注3∶2，重点号关注05、14、
19，可杀号 04、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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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05、07、09、12、13、14、16、18、
19、20。

排列3第18355期预测

百位：2、4、7。十位：1、6、
8。个位：3、4、6。 夏加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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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彩“幸运彩”
大赠票活动正进行

今日竞彩重点赛事投注推荐
日期

“二串一”玩法

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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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墨尔本胜利 VS 惠灵顿凤凰

104阿维斯 VS 本菲卡

推荐

胜

负

百元可中奖

206元

重点点评
墨尔本胜利上周在客场与

墨尔本城1∶1握手言和，同样是
在客场，上上周他们4∶2战胜布
里斯班狮吼。惠灵顿凤凰最近
3场联赛均战胜对手，近期的状
态也不算差。总体来看，墨尔
本胜利过去7轮联赛豪取6胜1
平的不败佳绩，即使此番面对
已经取得三连胜的惠灵顿凤
凰，墨尔本胜利至少能够保住
主场不失。

坚定政治方向
强化责任担当

2018年是“十三五”规
划承上启下的关键年，河南
体彩工作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统
领，坚定政治方向，强化责
任担当；进一步加强党风廉
政建设，强化“四个意识”，
增强党性修养，严格遵守
《彩票管理条例》和《彩票管
理条例实施细则》。

持续发扬“责任诚信团
结创新”的体彩精神，牢记
体育彩票“为国家筹集社会
公益金，促进社会公益事业
发展”的初心和使命，及时
发布《2017年度河南省体育
彩票社会责任报告》。同
时，紧盯全年任务，抢抓机
遇，自我加压，精耕细作，勇
于担当，实现了我省体彩事
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创新发展
十八周年捷报传

2018年是电脑体育彩
票在我省上市18周年，河南
体彩正值“青春年华”，在这

个值得纪念的年份，可谓喜
事不断：10月4日，年销量
达 到 134.01 亿 元 ，超 过
2017年全年销量，创历史新
高；10月13日，18个省辖市
同步开展庆祝电脑体育彩
票在我省上市18周年公益
主题活动；11月 1日，销量
达到150.16亿元，首次突破
150 亿元年销量的历史平
台；12月25日，年销量首次
突破180亿元，为国家筹集
社会公益金创41.89亿元历
史新高！

河南体彩年销量2012
年突破50亿元、2015年突
破 100 亿元、2017 年突破
130亿元、2018年突破180
亿元，销量和筹集社会公益
金连续实现跨越！数字背
后离不开社会各界的关心
支持，离不开广大购彩者的
爱心参与，同时也离不开体
彩从业人员的努力和坚守。

公益不停歇
努力做出新贡献

河南省体彩中心在努
力筹集体彩公益金造福社
会的同时，积极开展形式多
样的公益活动惠及大众。

仅2018年，就组织开展
了捐助47所小学体育器材、
为25所小学开设快乐体育
课堂、捐助120名优秀贫困
大学生、救助48个急难群体
和家庭、捐助贫困和受灾群
众、支持全民健身活动等各
类公益活动和赛事支持19
项182场次，组织人员直接
参与活动 3600余人次，直
接受助和受益人群1.9万余
人次。18个省辖市体彩分
中心因地制宜开展慰问抗
战老兵、帮助困难群体、关
爱留守儿童等各类公益活
动或赛事支持190场次，组
织人员直接参与活动5000
余人次，公益捐助及活动直
接受益人群1.4万余人次。

体彩公益金主要用于
全民健身计划、补充全国社
会保障基金、城乡医疗救助、
扶贫等。2018年我省已经
筹集的41.89亿元体彩公益
金，有20.94亿元用于我省的
体育和各项公益事业，有
12.56亿元用于补充全国社
保基金。可以说，买体彩就
是做公益！体彩公益金惠及
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您是否
购买体彩，都将从中受益！

河体

截至12月25日，2018年中国体育彩票在河南省的年销量实现180亿
元的历史突破，累计销售180.12亿元，为社会筹集公益金41.89亿元，销量
已超过去年全年46.46亿元，同比增幅36.89%。

我省的体育彩票历史销售总量和体彩公益金筹集总量也分别达到935
亿元和252亿元。

12月 17日上午，彩民
吕先生带着妻子赶到镇江
市福彩中心领奖。“一年前
我先生就获得过一次3D大
奖，这是他第二次获奖，比
较巧合的是这两次中奖号
码都是以‘车牌号’进行38
倍单选投注，连获得奖金数
额都是一样的。”吕太太非
常开心地说。

据了解，吕先生平时没
有什么兴趣爱好，就是喜欢
购彩。在选择投注号码时，
吕先生喜欢用一些“特殊号
码”作为选号依据，比如车
牌号、手机号等。

购彩当天，在和彩民朋
友聊天时，吕先生突然想到
自己之前用车牌号投注3D
中奖了，这次再试试，说不
定也能中奖呢？于是吕先
生多倍投注“798”这组数
字。当天晚上开奖结果出
来后，吕先生真的中奖了。

无独有偶，好运继续。
12月 26日一早，赣榆彩民
李先生来到投注站，兑取了
13000元“快3”奖金。

李先生今年40多岁，，
下班回家途中，偶尔会来到
投注站投注“快3”，他觉得
这种玩法选号少、开奖快，

比较过瘾。12月 17日晚，
李先生又来到投注站，几期
后，虽然没有中奖，但他也
没有气馁。

突然，他想到可以用自
己的车牌号投注，随即他用

“552”投注130倍。没过几
分钟，他投注的号码全部开
出。当时正值加奖期，经确
认，李先生中得奖金13000
元。由于数额较大，李先生
次日又要出差，便一直等到
近10天后才兑奖，拿着沉甸
甸的奖金，李先生内心很是
愉悦。

中彩

用车牌号投注 俩彩民收获好运
分别揽入福彩3D、快3奖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