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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注金额
7610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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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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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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4428元，中奖
总金额为142118元。

中奖注数
1 注

150 注
3829 注

205 注
73 注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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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59352 元，本省中奖总金额：
1092163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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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39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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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90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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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5836元。

中奖注数
366注

0注
1275注

中奖号码：587
“排列3”第19008期中奖号码

9 8 7
“排列5”第19008期中奖号码

七星彩第19004期中奖号码

4 4 6 0 9 2 2

9 8 7 4 4

七星彩第19005期预测

重点号码看好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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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二
位3、6，三位0、8，四位2、7，五位4、
8，六位1、6，七位3、4。

22选5第19009期预测

大小比例关注 2∶3，奇偶

比例关注2∶3，重点号关注07、
10、20，可杀号03、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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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04、06、07、08、10、11、13、14、
16、17、20。

排列3第19009期预测

百位：2、3、7。十位：1、6、
8。个位：2、4、9。 夏加其

专家荐号

1月7日晚，体彩大乐透
迎来第19003期开奖，当期
头奖无人中出，追加投注二
等奖单注奖金高达33万多
元。目前，体彩大乐透奖池
滚存72.01亿元。

体彩大乐透第19003期
全国销售2.07亿元，单期筹
集彩票公益金 7465 万元。
当期前区开出奖号“04、08、
18、20、32”，后区开出奖号

“10、12”。出人意料的是，
当期前区后区都是清一色开

出了偶数号码，奇数号一个
也没有出现。前区各个号段
都有号码亮相，其中“0”字
头开出了2枚，其余号段各
有1个号码亮相，其中“18、
20”是偶数连号，而号码

“32”则是前区最冷的号码，
此番是间隔25期后终于亮
相。后区“10、12”则是一组
最大的偶数连号组合，“12”
是隔1期又开出的号码。

当期全国无人命中一等
奖。二等奖则开出47注，基

本投注单注奖金 20.85 万
元，其中18注是追加投注命
中，每注多得奖金12.51万
元。三等奖共开出530注，
基本投注单注奖金7291元，
其中 188 注是追加投注命
中，每注多得奖金4374元。

本期开奖过后，将有
72.01亿元奖池金额滚存至
本周三晚开奖的第 19004
期。2元可中1000万元，3
元可中1600万，体彩大乐透
与你继续相约周三。 河体

1 月 6 日，南阳福彩
2019年首个中福在线25万
大奖在西峡销售厅开出，喜
迎开门红。

据了解，大奖得主刘先
生是位老彩民，对中福在线
情有独钟，当天晚上7点多，
忙了一天的刘先生再次来到
大厅，充值办好投注卡后，开
始了游戏。如平时一样，刘
先生还是以最基本的一元投
注，不求多大，图个乐子，玩
个心情。进入第二关，一直
不见收获。很快，卡内的余
额仅够一把了。“今天真不咋
地。”刘先生一边自言自语，

一边将最后的余额投注了，
好运就这样降临了。

顿时，销售厅内彩民欢
呼起来。“20 个黄宝石，成
了！”“满眼黄金，就是给力！”
中出25万元大奖，一时间，
议论声、赞叹声四起，销售厅
内顿时“升温”不少。“没想
到，真没想到，第二关就中了
25万，等着我请客。”刘先生
开心地说。

据悉，在刚刚过去的
2018年，南阳福彩中福在线
西峡销售厅不断送出好运，
开出全国累积奖28个，连续
为彩民送去惊喜。 豫福

800万！河南福彩“快3”派奖来袭
1月11日开启，针对两个玩法，派完为止

新年添新彩，派奖再回
馈。1月11日起，河南福彩
开启“快3”游戏800万大派
奖活动，派奖主要针对二同
号单选、三不同号玩法，奖金
派完为止。这也是进入
2019年以来，河南福彩举行
的首次派奖活动。

据了解，此次派奖活动，
仅对二同号单选和三不同号
（包括以复式、胆拖、组合玩

法投注）进行加奖。其中，二
同号单选，单注奖金由80元
提升至108元；三不同号，单
注奖金由 40 元提升至 54
元。派送活动共5天时间，
如果5天内800万元提前派
完，活动提前结束；如果5天
内800万元没有派完，将继
续进行，直到派完为止。

福彩“快 3”具有中奖
易、开奖快等特点，只需要从

1至6个号码中，任选3个号
码为 1 注，可进行多倍投
注。其中，二同号单选，是指
对3个号码中2个指定的相
同号码和1个指定的不同号
码进行投注；三不同号，是指
对3个各不相同的号码进行
投注。

简单易玩、奖金增加，彩
民朋友赶快行动起来，收获
更多好运吧。

大乐透头奖暂歇一期
奖池金额为72.01亿元

南阳彩民收获
今年首个中福在线大奖

河南体彩上周（2018年
12月 31日~2019 年 1月 6
日）中出万元以上“顶呱刮”
大奖共4个，其中：1万元~5
万元：1个、25万元：3个。

目前热销票种：贺新年

（面值20元）、金猪纳财（面
值10元）、金猪贺岁（面值
10元）。

体彩“顶呱刮”，刮出精
彩生活！

河体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琛星

河南体彩“顶呱刮”
万元以上大奖每周战报

日本队在亚洲杯开赛之
前更换了两名球员，因伤退
出的中场中岛翔哉和守田英
正分别被乾贵士和盐谷司替
代，其中盐谷司目前就在阿
联酋联赛效力，这也是他时
隔3年多之后再次入选国家
队。但是，中岛翔哉的退出
使得主帅森保一必须重组此
前全力打造的“新BIG3”攻
击阵容。

土库曼斯坦队是F组实
力最弱的球队，这是他们自
2004年之后第二次参加亚
洲杯。与另一支中亚球队吉
尔吉斯斯坦非常相似的是，
土库曼斯坦主帅霍贾格尔德
耶夫同样执教于国内最强俱

乐部，国家队也是以该队球
员为主要班底，阵中23名球
员中有多达11人来自于这
支球队。

日本队在世界杯后开始
更新换代，这批球员在5场
热身赛中取得了4胜1平的
不败战绩，首场比赛将面对
小组最弱对手。

另一场比赛，乌兹别克
斯坦队的23人名单中包括
上港中场大将艾哈迈多夫在
内的7名海外球员，前国安
外援克里梅茨以及曾在亚泰
效力多年的伊斯梅洛夫也一
同入围。去年8月份上任的
阿根廷名帅库珀明确表示，
乌兹别克斯坦队本届亚洲杯

的目标就是要“赢得冠军”。
作为第一支抵达阿联酋

的球队，此前三次参加亚洲
杯，阿曼队从未能跨越过小
组赛阶段。而作为2017年
海湾杯冠军，阿曼国内对于
这支球队在这次亚洲杯中创
造历史寄予厚望。在亚洲杯
开赛前，阿曼队折损了曾在
英超征战多年的门将哈卜
西，与乌兹别克斯坦、日本和
土库曼斯坦同处F组的他们
比较现实的目标是争取小组
出线。

乌兹别克斯坦队实力略
强，但坐拥半个主场之利的
阿曼队未必会让对手轻易拿
走胜利。 河体

竞彩周三强档推荐

实力强劲，日本队无惧对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