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1月8日 星期二 责编 杨惠明 美编 张峰

彩票AⅠ·13

每注金额
61508 元

50元
5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9007期中奖号码
8 9 1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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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8272元，中奖
总金额为156677元。

中奖注数
1 注

344 注
5479 注
227 注
209 注

9 注

480071 元
22860 元

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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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03期

全国
中奖注数

3 注
9 注

226 注
671 注

7055 注
11740 注
77907 注

全省
中奖注数

0 注
1 注

10 注
24 注

247 注
486 注

2900 注

02 05 10 12 16 23 25 24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90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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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4242元。

中奖注数
400注

0注
840注

中奖号码：3 7 0
“排列3”第19007期中奖号码

7 5 1
“排列5”第19007期中奖号码

大乐透第19003期中奖号码

前区04 08 18 20 32后区10 12

7 5 1 1 5

专家荐号

徐新格

福彩3D第19008期预测

比较看好3、5、8有号，重点
可关注百位或十位。四六分解式
推荐：3578——0124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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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5、056、057、128、136、145、148、

156、168、178、236、239、245、256、
259、278、336、346、347、349、366、
367、456、457。

双色球第19004期预测

红色球试荐：01、03、08、10、
13、14、17、18、22、23、25、29、31。

蓝色球试荐：06、08、10、12、
16。

七星彩第19004期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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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选5第19008期预测

大小比例关注3∶2，奇偶比
例关注3∶2，重点号关注08、13、
21，可杀号04、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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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4、07、
08、10、13、14、15、17、18、19、21。

大乐透第19004期预测

推荐“9+3”：05、08、14、19、
22、26、27、29、32+02、07、11。

排列3第19008期预测

百位：1、6、8。十位：2、3、
7。个位：0、5、6。 夏加其

喜迎新春佳节

体彩顶呱刮三款贺岁新票上市

首先，对七星彩近期每
个位置上的号码的大小关
系进行判断，将七星彩的7
个号码分别进行划分，把号
码分成小数区“0-4”、大数
区“5-9”，在这里用大小而
不用奇偶，是因为大小号码
相对来说更适用于接下来
进行分区选号。

如第三位连续5期都是
大号，则可以在选择的时候
将重点锁在小号区，然后根
据近期的号码冷热走势，挑
选出小号码区内最冷（或最
热）的号码进行分析，作为
备选号码。要注意的是，博

冷或追热是两种不同的思
路，在进行单选的时候一般
不并列进行。

接着就进行更细致的
分区判断，在划分了大体的
区域并得出大体号码趋势
之后，又对大小区域进一步
细分，把大、小两个数区内
的5个号码分别各分成二
组，即每组3个号，如小数区

“0~4”，再将这一区中的
“0、1、2”划分为一组，然后
将“2、3、4”划分为另一组，
这样可以将号码一共划分
成4组。值得注意的是，划
分之后每组位置居中的号

码都属于重叠号码，如小数
区的2和大数区的7。

最后再根据冷温热、大
小分布，先进行断区判断，
也就是判断这4组号码中，
当期最不可能开出的区域，
果断排除。这时，该位置就
只剩下7个号码，如已在之
前进行过大体上的大小号
码分析，那此时该位置就只
剩下3个数字需要选择，届
时适当使用复式投注的方
式“留”住自己最“信赖”的
号码，就可以有效提高中大
奖的几率。 中体

2019年伊始，体彩顶呱
刮三款全新贺岁票种“贺新
年”、“金猪纳财”、“金猪贺
岁”登陆河南，红火的票面、
趣味的游戏、丰富的奖金，
烘托节日气氛的同时，给人
们带来了更多惊喜和体验。

新票“贺新年”采用了
超大尺寸票面，主画面呈现
的是“招财进宝”字样，显得
格外吉祥、庄重、大气。该
票的刮开区设在票背，因此
购彩者在刮开游戏区后，也
能保持新票正面图案的完
整。喜庆的票面设计，红火
的色彩搭配，如果把该票张
贴起来，会更加地引人注

目。“贺新年”单票面值20
元，有22次中奖机会，最高
奖金高达100万元。

“金猪纳财”单票面值
10元，共有12次中奖机会，
最高奖金30万元。票面以
传统生肖猪为主题，色彩丰
富，金猪诙谐可爱，延续了
近两年剪纸的生肖形象。
票面上配以“招财进宝”、

“黄金万两”、“日进斗金”等
吉祥话语字样，传递了浓浓
的节日气氛，展示了民间艺
术，延续了民俗传统，同时
又传承了中国文化。玩法
简单易上手，不易漏奖。

“金猪贺岁”单票面值

10元，最高奖金 30万元。
金猪，是财富的象征，寓意
着富足，深受大众喜爱。票
面上印有憨萌可爱金猪形
象，展示年节中的不同场
景，带给人轻松、喜悦、热闹
的感受，很适合新老购彩者
前来一试。

目前，三款新票已登陆
河南省各体彩销售网点，感
兴趣的朋友可以前往一试
手气。快乐购彩，理性投
注；未成年人不得购彩及兑
奖；您所购买的每一张即开
型体育彩票金额中的20%
都将用于社会公益事业。

河体

伊拉克队这次亚洲杯
阵容的平均年龄为 23.7
岁，而在4年前，平均年龄只
有22.6岁的伊拉克队出人
意料地杀入了亚洲杯半决
赛，目前仍有10名球员入选
了本届亚洲杯阵容。上任
仅4个多月的斯洛文尼亚籍
主帅卡塔内茨曾率领阿联
酋队参加过 2011 年亚洲
杯，但是小组赛1平2负排
名垫底，当时的对手中恰好
包括他现在执教的伊拉克
以及实力强大的伊朗队。

越南队这次的阵容基
本以新科东南亚锦标赛冠
军杯为班底，只是两名锋线
老将阮英德和阮文决以及
后卫陈庭仲因故落选，而阮
英德还是越南上一次参加
亚洲杯时（2007年）的球员
中仅存的现役国脚。这是
本届亚洲杯平均年龄最小
的两支队伍之间的较量，越

南队的这批球员已经证明
了他们在U23这个年龄段
拥有亚洲顶级的实力，在去
年年初进行的U23亚洲杯
中，越南队就在八强战中点
球淘汰了伊拉克队，而那一
批伊拉克球员中有7人入选
了本届亚洲杯名单，对于伊
拉克队的小将来说，这场比
赛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场
复仇之战。

另一场比赛，沙特队在
对阵约旦队的热身赛之后
公布了亚洲杯23人大名单，
与参加世界杯的名单相比，
主帅皮齐更看重球队的年
轻化，落选的4名世界杯老
将全部都在30岁以上，其中
现役沙特国家队最佳射手
萨赫拉维最终落选。全队
只有 3名球员的年龄超过
30岁，年龄在25岁以下的
多达9人，中前场就有6人，
他们当中还有4人从未为国

家队出过场。相比世界杯，
本届沙特队迎回了资历深
厚的原主力门将瓦利德，但
这次皮齐只在锋线上保留
了两名球员，其中穆瓦拉德
还算不上是正印的前锋。

朝鲜队在去年11月的
东亚杯中被中国香港队挡
在了决赛大门之外，不过年
仅35岁的临时主帅金英骏
还是继续得到信任并在去
年12月中旬正式成为国家
队主教练，他这次选择的阵
容召回了卡利亚里前锋韩
光成、卢塞恩前锋郑日冠和
圣珀尔滕前锋朴光龙以及
在日本联赛踢球的后卫金
圣基和中场李荣直，整体实
力和东亚杯预赛时相比，无
疑是上升了一个档次，但在
本组，他们也只是与黎巴嫩
并列的小组末流队伍，竞争
出线权的难度很大。

河体

竞彩周二强档推荐

伊拉克队欲一雪前耻

七星彩投注技巧：分区间选号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