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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票AⅠ·13

每注金额
12583 元

50元
5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9001期中奖号码
1 3 8 9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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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390元，中奖
总金额为170531元。

中奖注数
4 注

380 注
6358 注
373 注
300 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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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15372元，本省中奖总金额：
2463312元。

红色球

15
蓝色球

06 10 13 15 32 33

第2019001期

全国
中奖注数

全省
中奖注数

6657038 元
197266 元

3000 元
200元
10元
5元

14 注
147 注
822 注

47264 注
1059312 注
5761518 注

0 注
2 注

31 注
1737 注

45586 注
234504 注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9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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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8102元。

中奖注数
266注
249注

0注

中奖号码：644
“排列3”第19001期中奖号码

3 2 2
“排列5”第19001期中奖号码

七星彩第19001期中奖号码

6 5 9 6 6 2 9

3 2 2 3 3

七星彩第19002期预测

重点号码看好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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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二位
2、7，三位1、8，四位3、9，五位2、3，
六位4、5，七位2、9。

22选5第19002期预测

大小比例关注2∶3，奇偶比

例关注 3∶2，重点号关注 01、
09、16，可杀号14、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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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6、
17、19、20。

排列3第19002期预测

百位：0、6、7。十位：1、4、
5。个位：2、3、8。 夏加其

专家荐号

今日竞彩重点赛事投注推荐
日期

“二串一”玩法

1/2
（周三）

胜平负游戏单固玩法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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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纽喷气机 VS 布里斯班

107切尔西 VS 南安普敦

111纽卡斯尔联 VS 曼彻斯特联

推荐

胜

胜

负

百元可中奖

203元

143元

跨年夜，大乐透送出
1600万追加头奖！12月31
日，大乐透迎来2018年的最
后一期（第18154期）开奖，
当期全国送出1注1600万
元封顶头奖，被上海购彩者
斩获。本期全国共销售2.11
亿元，为社会筹集公益金
7619万元。

本期，前区开出号码
“14、22、23、26、30”，后区开
出号码“03、05”。前区大小
比4∶1，奇偶比1∶4。1号段
和3号段各开出1个号码，2

号段开出3个号码，0号段轮
空。

前区号码“22、23”是一
组大连号，两号最近一期曾
在18137期携手开出；冷号

“14”在遗漏18期后终于亮
相。目前，前区遗漏时间最
长的号码为“25”，已经有24
期没有出现。后区开出

“03、05”一组小奇数组合。
本期，是2018年的最后

一期开奖，全国送出 1 注
1600万元追加头奖，被上海
购彩者擒获。这注1600万

元追加头奖，出自长宁，中奖
彩票是一张15元 5注追加
单式票，其中 1 注命中头
奖。二等奖开出45注，基本
投注单注奖金为 20.3 万
元。三等奖开出518注，基
本投注单注奖金为6939元。

本期开奖后，将有71.18
亿元奖池金额滚入1月2日
（本周三）第19001期开奖。
2元可中1000万，3元可中
1600万，让我们期待 2019
年，大乐透将更加精彩。

河体

近日，河南省体育彩票
管理中心发布了《关于退回
即开一代系统余额的公告》，
告知各网点在即开一代销售
系统内有账户余额的业主，
尽快办理退款事宜。

据了解，河南省辖区内
即开型体育彩票一代销售系
统已于2015年11月1日升
级为二代销售系统，截至我

省即开一代销售系统停止运
行时，部分网点在一代销售
系统内仍有账户余额。因
此，省体彩中心发布《关于退
回即开一代系统余额的公
告》，告知各位网点业主，凡
是在即开一代销售系统中仍
有余额的，请务必于2019年
3月31日前，持本人身份证
到网点所在分中心办理退款

事宜，具体流程详询各分中
心工作人员。

河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
心还特别提醒：逾期不办理
的网点，将不再办理退款，中
心将视为网点自愿放弃。希
望各网点业主在规定时间内
尽快办理，切实保障自身利
益不受损。另外望各网点业
主相互转告周知！ 河体

年末惊喜，信阳中福在
线频频中出大奖，继2018年
12月18日中福在线北京路
销售厅中出25万元大奖后，
当月25日、26日，中福在线
新六大街销售厅、北京路销
售厅又接连中出两个25万
大奖，让人激动不已。

12月18日15时左右，
信阳市中福在线北京路销售
厅传来好消息，幸运彩民范
先生在“连环夺宝”游戏第二
关便中出20个绿宝石，一举
摘得该游戏头奖 25万元。

据悉，范先生听朋友说北京
路中福在线销售厅是大奖福
地，因此一有空闲就去厅里
碰碰运气，没想到这次好运
真的降临在他身上。

12月 25日晚，一个星
期前才接触中福在线的新彩
民厉先生在中福在线新六大
街销售厅玩“连环夺宝”游
戏，收获了属于自己的特殊
礼物：25万元累积奖。

紧接着，12月26日晚，
在信阳中福在线北京路销售
厅，幸运彩民丁先生命中25

万元大奖。据悉丁先生是中
福在线的资深彩民，平时有
空就到中福在线厅打发时
间，当晚，他如常来到北京路
销售厅玩“连环夺宝”游戏，
当玩到第三关时，屏幕上突
然出现了一片红宝石，随即
弹 出“ 恭 喜 中 得 累 积 奖
250000元”字样，丁先生难
掩内心的喜悦，激动地说：

“作为老彩民，我目睹过太多
的彩友中得大奖，这次终于
轮到我了，真是太高兴了！”

豫福

岁末好运 河南彩民中双色球头奖
计奖后，奖池金额为12.89亿多元

2018年12月30日晚，
福彩双色球第 2018153 期
开奖，这也是2018年双色球
最后一期开奖。红球号码为
01、07、17、23 、25、31，蓝
球号码为11。

当期双色球头奖4注，
单注奖金为 1000 万元，其
中，河南彩民收获1注，也为
2018年画上了一个圆满的
句号。

二等奖开出133注，单
注金额20万多元。其中，浙
江、云南分别中出12注，并
列排名第一；河南中出 11
注，排名第三；河北中出10
注，排名第四；福建中出 9
注，排名第五；另外，其它地
区二等奖均低于9注。当期
末等奖开出850万多注。

开奖号码方面，当期红
球号码大小比为4∶2，三区

比为2∶1∶3；奇偶比为6∶0。
其中，红球开出一枚隔码
25；一枚重号23；一枚斜连
号17；一组奇连号23、25；两
组同尾号01、31,07、17；蓝
球则开出11。

计奖后，双色球奖池金
额为12.89 亿多元，以较高
的奖池金额迎来了2019年，
届时将为更多彩民送去好
运。 豫福

大乐透开出1600万元头奖
71.18亿元滚入下期奖池

纽卡斯尔联上轮比赛与沃特福德队战平，近7轮比赛1胜3平
3负，目前他们积18分排名第15位，领先降级区只有3分。达尔
洛、克拉克因伤缺阵，勒热纳、费德里科·费尔南德斯出战成疑，寄
诚庸跟随韩国队备战亚洲杯，球队在中后场的实力还是受到一定
的影响；曼联队上轮比赛4∶1大胜伯恩茅斯队，索尔斯克亚也成为
与巴斯比爵士、穆里尼奥一样上任开局就取得三连胜的红魔主
帅，目前他们积35分排名第6位，与阿森纳只有3分的差距。双方
近6次交战，纽卡1胜2平3负处于下风。

重点点评

信阳仨彩民接力中大奖
均收获中福在线25万元奖金

我省即开型体彩一代系统
将退出历史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