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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彩顶呱刮送好运

新乡购彩者喜中“麻辣6”头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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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风采”22选5开奖公告

河南销售总额为358666元，中奖
总金额为689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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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47198 元，本省中奖总金额：
1229749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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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90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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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8966元。

中奖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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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奖号码：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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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新格

福彩3D第19011期预测

比较看好3、4、6有号，重点
可关注百位或十位。四六分解
式推荐：1346—0257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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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7、
056、067、126、128、138、145、
147、148、156、158、167、168、

238、239、245、247、249、256、
267、336、347、348、349、356、
358。

双色球第19006期预测

红色球试荐：03、08、09、12、
14、15、18、19、23、25、26、27、29。

蓝色球试荐：09、10、12、14、
16。

专家荐号

22选5第19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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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14，可杀号 13、18；本期可能出
现一组二连号，热点区间关注
一区，推荐一个小复式：01、03、

04、05、07、08、10、11、14、15、
17、20。

排列3第19011期预测

百位：0、3、4。十位：2、5、
6。个位：1、4、8。 夏加其

1 月 4 日，福彩 3D 第
2019004 期 开 奖 号 码 为

“118”，无锡彩民潘先生喜中
30注直选和10注组选三，共
计收获奖金3.46万元。

近日，潘先生来到当地
福彩中心领取了奖金。据了
解，他是福彩的忠实粉丝，每

天下班后总要来到家附近的
福彩投注站，作为一名上班
族，他每期购买彩票金额都
不多，但期期不落。

两个月前，他下班路过
福彩投注站时，机选了彩票，
并一直守号，当晚开奖后，他
幸运收获了大奖。 中彩

近期，新乡市不断传来
中大奖的好消息，各种玩法
全面开花，体彩“超级大乐
透”、“七星彩”纷纷送出大
奖。去年12月20日，体彩

“顶呱刮”即开彩票也传来
捷报，新乡彩民陈先生中得

“麻辣6”头奖10万元。
熟悉体彩顶呱刮即开

彩票的购彩者都知道，“麻
辣6”是一款面值5元，拥有
8次中奖机会，最高奖金10
万元的即开型彩票。在玩
法上，该票种采用的则是经
典的号码匹配游戏形式：刮
开覆盖膜后，如果你的任何

号码与中奖号码之一相同，
就可以赢得该号码下面所
示的奖金。

据中奖的陈先生介绍，
他就是新乡本地人，平时也
没什么爱好，就喜欢买买彩
票，但他买彩票非常理性，
从来不会一掷千金。平时，
他一有空闲就会刮几张顶
呱刮，每次感觉什么票面好
看就买什么。

当天傍晚，陈先生像往
常一样来到体彩销售网点，
跟销售员买了几张“麻辣
6”，满心欢喜地刮了起来。
刚开始几张只中得10元小

奖，他怎么也没想到更大的
惊喜还在后面，刮到第六张
的时候，陈先生发现中了一
个数字，刮开一看，竟然是
10万元。

起初陈先生都不敢相
信这么轻松地就中了10万
元大奖，特地拿给销售员帮
忙看了好多遍。确定中奖
后，才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
家人，让他们一起分享这份
喜悦与幸运。陈先生表示，
会一如既往地支持体彩公
益事业，再接再厉，争取下
回领个更大的奖。

河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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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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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豫福

福彩“快3”大派奖今日开启
派奖800万元，针对二同号单选、三不同号玩法

为回馈广大购彩者对
竞彩的支持，2019年 1月 5
日至1月22日，河南省体彩
中心在亚洲杯期间开展“竞
彩玩单固，抽奖送手机”活
动，共开展18天。抽奖时间
自1月6日至1月23日，每天
为1期，共抽奖18期。

购彩者在活动期间投注
竞彩足球任意单场固定奖游
戏（票面上有“单场固定”字
样），单票倍数满99倍，均可
参与抽奖活动。亚洲杯赛事

以外的单固赛事也可参与活
动，但亚洲杯冠军和冠亚军
竞猜游戏不参与。彩票不限
单式、复式投注。

为见证活动的公信力，1
月10日下午，黄河公证处公
证人员来到了河南省体彩中
心，对当期体彩工作人员抽
奖的过程进行公证，如实记
录工作过程并录像，最后留
存了抽奖结果。黄河公证处
公证员表示，抽奖结果完全
真实、可靠。目前，亚洲杯赛事正在

进行，小组赛首战，菲律宾
队0∶1惜败给韩国，创造了
菲律宾对韩国历史比赛最
小失球纪录。

中国队小组赛首战2∶1
逆转战胜吉尔吉斯斯坦，连
续4届亚洲杯收获开门红。
对于国足来说，最大的利好
就是队长郑智的解禁回归，
同样缺席了首场比赛的肖
智和韦世豪也将复出。

从中国队本届亚洲杯
小组赛的赛程来看，三场小
组赛的难度一场比一场大，
尤其是菲律宾队在上一场
比赛中展现出的能力，中国

队将在第二场比赛中遭遇
到比首场更大的困难。

另一场比赛，吉尔吉斯
斯坦小组赛首战被中国队
逆转，不过他们也打进了队
史上的首粒亚洲杯进球，并
且首次攻破中国队的球门，
这场失利并不意味着球队
失去了出线的机会。

韩国队小组赛首战，战
胜菲律宾队，队史上首次在
连续5场亚洲杯小组赛中都
取得胜利。在首场比赛中
受伤的主力中场奇诚庸预
计休养一周，可以赶得上小
组赛最后一轮对阵中国队
的比赛。 河体

竞彩周五强档推荐

亚洲杯第二战，国足面临关键一役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吴佩锷 通讯员 邢涛

“竞彩玩单固，抽奖送手机”
回馈活动正进行
活动期间，公证人员现场公证抽奖过程

守号两个月
“上班族”喜领3D奖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