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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选投注 焦作彩民“单挑”中大奖
收获双色球头奖613万元，捐出善款10万元

每注金额
893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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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19017期中奖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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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风采”22选5开奖公告

河南销售总额为409794元，中奖
总金额为202066元。

中奖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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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全国开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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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奖结果

中奖
号码

奖级 每注金额

本期本省投注总额：14983708 元，本省中奖总金额：
439191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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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9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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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8484元。

中奖注数
563注
448注

0注

中奖号码：559

“排列3”第19017期中奖号码

1 4 7
“排列5”第19017期中奖号码

1 4 7 0 1

徐新格

福彩3D第19018期预测

比较看好3、6、8有号，重点
可关注百位或十位。四六分解
式推荐：3468—0125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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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7、
038、045、047、056、058、067、

128、136、138、145、146、147、
148、149、156、158、167、239、
245、247、249、267、269、278、
347、349、367。

双色球第19009期预测

红色球试荐：03、06、10、12、
15、16、18、20、22、23、26、29、30。

蓝色球试荐：04、06、07、09、
11。

专家荐号

22选5第19018期预测

大小比例关注 2∶3，奇偶比
例关注3∶2，重点号关注05、08、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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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05、07、08、09、10、11、13、15、
17、20。

排列3第19018期预测

百位：2、4、5。十位：0、3、
6。个位：2、6、9。 夏加其

近日，黑龙江绥化彩民
在福彩 3D第 2019009 期，
一组号码倍投200倍，擒获
奖金共计208000元。

1月11日，中奖彩民蒋
先生来到当地福彩中心领
取了好运。

经了解得知，原来这已
经不是蒋先生第一次来兑
奖了，早在2017年的时候，
蒋先生就同样以3D游戏直
选投注收获52万元大奖，所
以对于这次中奖并没有显

得很激动。
蒋先生是一位老彩民，

因为平时经营生意对数字
特别敏感，自从接触到彩
票，这种数字方面的优势可
谓发挥到了极致，他对数字
间的各种排列组合很有研
究。

蒋先生的家人也支持
他购彩，在收获了大奖的同
时又奉献了爱心，为福利事
业尽了一份力。

中彩

1月10日晚，福彩双色
球第2019005期开奖，红球
号码21、22、26、28、31、32，
蓝球号码07，当期共开出一
等奖11注，其中河南彩民收
获1注，出自焦作市新振兴
路水厂对面的41088510投

注站，投注金额2元，采用单
式投注，奖金613万元。

1月11日上午，大奖得
主王先生前来省福彩中心
兑奖，刚一见面，聊起自己
的中奖经历。“不可思议，当
天机选了1注彩票，我就看

中蓝球07，前边几个号码我
一个都没看上，当时我还给
投注站业主挨个念了一遍，
有这么多的大号码，中了奖
才奇怪！”

晚上10点多，因为工作
上有点不顺心，王先生抽烟
的时候，随手点开手机浏
览。“看到开奖信息的时候，
开奖的几个号码有些眼熟，
赶紧把彩票拿过来，逐一核
对后，号码全对上，就这样
中大奖了。”

谈起自己中奖后的打
算，王先生表示，先把房贷
还清，好好安顿老人，改善
孩子学习环境，顺便把自己
的生意扩大点规模。同时，
为了表示对福彩公益事业
的支持，他当场向河南省慈
善总会福彩慈善基金捐款
10万元。 豫福

领奖现场

1月 16日晚，体彩大乐
透迎来第19007期开奖，本
期头奖暂歇一期。辽宁辽阳
一站点中得二等奖 368 万
元。当期开奖结束后，体彩
大乐透奖池小幅上涨，滚存
至72.31亿元。

当期，前区开出号码
“03、12、16、29、32”，后区开
出号码“01、05”。前区奖号
分布较为分散，各号段均有
号码开出，最小号码“03”，最
大号码“32”。前区奖号以热
号为主，“29”为间隔1期开
出的号码；“16”和“32”同为
间隔2期再次开出的号码，其
中“32”最近5期开出了3次，
出镜频率较高。后区开出

“01、05”一组小奇数组合。
其中，“05”是间隔1期开出
的号码。

当期二等奖中出74注，
每注奖金 14.75 万元，其中
20注采用追加投注，每注多
得奖金8.85万元，追加后，二
等奖单注总奖金达23.60万
元；三等奖中出546注，每注
奖金7362元，其中207注采
用追加投注，每注多得奖金
4417元，追加后，三等奖单注
总奖金1.17万元。

值得关注的是，辽宁辽
阳一体彩站点中出了25注二
等奖，中奖彩票为一张25倍
投、50元投入的单式倍投票，
单票擒奖368万元。

当期开奖过后，体彩大
乐透奖池继续攀升，滚存至
72.31亿元。本周六晚，体彩
大乐透将迎来第19008期开
奖，届时2元可中1000万元，
3元可中1600万。 河体

此前，竞彩足球胜平负
在单个周期内的“单固”场
次偏少，很多购彩者都觉得
猜起来“不过瘾”。而在1月
18日至25日，除亚洲杯之
外，竞彩将开售 40 场“单
固”，以购彩者喜闻乐见的
欧洲主流联赛及杯赛为主，
具有时段优势的澳超也在
竞猜之列。

德甲冬歇期结束，于1
月19日凌晨打响下半程首
场比赛，由霍芬海姆对阵拜
仁慕尼黑。霍芬海姆连续9
轮联赛不败，但此前陷入平
局怪圈。拜仁与榜首有6分
差距，在结束了卡塔尔冬训
之后，球队期待取得下半程
开门红，而老将里贝里将因
伤缺勤。

1月20日凌晨，德甲另
一场重头戏将在莱比锡红
牛与多特蒙德之间展开。
莱比锡红牛以防守见长，而
多特蒙德攻击力冠绝德

甲。在这场“矛盾大战”中，
平局赛果不容忽视。

英格兰赛场上，多场伦
敦德比是本周期的焦点。1
月20日和25日凌晨，切尔
西将先后在英超客场挑战
阿森纳，英联杯半决赛次回
合主场迎战热刺。切尔西
一周双赛，面临体能方面的
巨大考验。

19日晚上，皇家马德里
将在西甲赛场上迎战塞维利
亚。两队积分相同，此前都
要分心国王杯。塞维利亚客
场胜率平平，不过做客伯纳
乌球场挑战今不如昔的皇
马，未必没有取分机会。

意甲第20轮其中6场
比赛也在竞猜之列，涉及尤
文图斯、米兰双雄、罗马双
雄、那不勒斯等传统强队。
其中，那不勒斯将与拉齐奥
直接碰撞。

23日凌晨，葡联杯半决
赛将上演本菲卡与波尔图

的强强对话。本菲卡与波
尔图虽不像前者与死敌里
斯本竞技那样水火不容，但
两队交锋毕竟是葡萄牙国
家德比，本菲卡迎战葡超领
头羊波尔图必然不遗余力。

凯尔特人和格拉斯哥
流浪者是苏超赛场上的一
对老冤家。自从格拉斯哥
流浪者回归苏超之后，数年
间稳步提升，对凯尔特人的
威胁越来越大。本赛季迄
今为止，两队在积分榜上并
驾齐驱，格拉斯哥流浪者因
净胜球劣势暂居次席。1月
24日凌晨，凯尔特人将在主
场迎战圣米伦，格拉斯哥流
浪者将在客场对阵基尔马
诺克。

1月18日至23日进行
的澳超两轮比赛中，其中9
场入选“单固”。目前的领
头羊珀斯光荣将相继对阵
墨尔本城和阿德莱德联。

河体

今天起 竞彩将开售40场“单固”
欧洲赛场上演多场强强对决

大乐透
上期头奖暂歇一期
目前奖池金额72.31亿元

小玩法大惊喜

老彩民收获3D大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