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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票AⅠ·13

大乐透开出2注千万头奖
奖池上涨至72.55亿元

每注金额
1233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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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运四

“中原风采”22选5开奖公告

河南销售总额为382062元，中奖
总金额为204843元。

中奖注数
4 注

454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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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 注
285 注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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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04728 元，本省中奖总金额：
1387892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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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90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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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7334元。

中奖注数
434注

0注
921注

中奖号码：637“排列3”第19024期中奖号码

5 8 8
“排列5”第19024期中奖号码

5 8 8 0 6

徐新格

福彩3D第19025期预测

比较看好2、3、4有号，重点
可关注百位或十位。

四 六 分 解 式 推 荐 ：
2348——0156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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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8、039、046、048、049、056、

058、059、129、138、146、148、
149、156、236、238、239、246、
248、249、256、259、266、278、
336、346、348。

双色球第19012期预测

红色球试荐：04、07、10、11、
14、15、17、19、20、23、24、26、28。

蓝色球试荐：05、07、11、13、
15。

专家荐号

22选5第19025期预测

大小比例关注 2∶3，奇偶比
例关注3：2，重点号关注02、09、
15，可杀号 12、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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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03、06、07、09、10、13、15、18、
19、21。

排列3第19025期预测

百位：1、5、6。十位：2、4、
7。个位：0、3、8。 夏加其

1月 22日晚，福彩双色
球第 2019010 期开出头奖
15注，单注奖金为575万多
元，其中广西桂林彩民收获1
注，为一张投注224元复式

“8+4”票，除1注一等奖外，
还中得3注二等奖等，共揽奖
金603万元。

1月23日上午11时许，
在广西福彩中心会议室里坐
满了前来兑奖的彩民。原
来，这次大奖得主是一个由
27人组成的购彩团队，其中
9人专程从桂林来到广西福
彩中心办理兑奖手续。中出
大奖的幸运投注站业主霍女
士，也是这个团队的“团长”。

霍女士介绍，平时都是

由专门的“选号专家”，也就
是店里的老彩民进行选号，
以20元为一股均分份额，由
彩民自行现场认购。这个合
买团队组建仅为8个月时间，
此前还从未中过大奖。此次
中奖后，每股可分得奖金约
16万元（税后）。

霍女士的团队中出一等
奖的消息，在当地彩民中已
经传开了。霍女士表示，买
彩没有什么经验，最终就在
于坚持。坚持买总会有中奖
的一天。多名大奖得主也表
示，今后继续购买福利彩
票。“就算不再中大奖也无所
谓，也是为公益事业做贡献
吗。” 中彩

1月23日晚，体彩大乐
透迎来第19010期开奖，当
期全国中出2注一等奖，单
注奖金1000万元。2注头
奖分落上海和四川。本期开
奖过后，大乐透奖池攀升至
72.55亿元。

本期，前区开出号码
“03、07、24、25、27”，后区开
出号码“02、12”。前区奖号
跨度较大，最小号码“03”，
最大号码“27”。0字头和2
字头号码包揽前区奖号，1
字头和 3字头号码全军覆
没。奇数号码主导前区，奇
偶比4：1。前区奖号以热码
为主，其中“03”重复上期开
出，且该号已连开 4期，大

热。“07”和“27”组成了一组
同尾号，“24”和“25”以连号
形式出现。

后区开出“02、12”一小
一大、一冷一热的偶数组
合。其中，“02”是此前后区
最冷号码，曾有 15期未开
出；“12”则在上期开出后再
次现身。

本期，全国共送出2注
头奖，均为1000万元基本投
注头奖，分别被上海和四川
的购彩者斩获。

数据显示，上海中出的
千万头奖出自青浦区，四川
中出的千万头奖出自成都市
北区。巧合的是，两位中奖
者都采用了单式投注的购买

方式，中奖彩票同为10元5
注单式票，且都“放弃”了
600万元的追加奖金。

本期二等奖中出42注，
每注奖金24.97万元，其中
17注采用追加投注，每注多
得奖金14.98万元，追加后，
二等奖单注总奖金达39.96
万元；三等奖中出491注，每
注奖金8506元，其中175注
采用追加投注，每注多得奖
金5103元，追加后，三等奖
单注总奖金1.36万元。

本期开奖过后，大乐透
奖池上涨至72.55亿元。本
周六将迎来大乐透第19011
期开奖，2元可中1000万，3
元可中1600万。 河体

福彩七乐彩自上市以来
就深受彩民喜爱，不断为彩
民送去好运。据统计，在
2018年，七乐彩154期开奖
中共诞生256注头奖，一等
奖累计奖金高达2.40亿元，
其中单注奖金在100万以上
的共94注，包括3注500万
大奖。

2018年4月11日晚，七

乐彩第2018041期爆出1注
500万元一等奖！这注大奖
出自福建泉州，中奖彩票是
一张复式票，总揽奖金507
万元，中奖者为幸运彩民唐
先生。七乐彩第 2018151
期开出1注一等奖，花落潍
坊安丘，奖金高达500万元，
幸运彩民张先生凭借一张
10元机选票，将当期全国唯

一的大奖收入囊中。
而在七乐彩第2018153

期开奖，也是七乐彩全年倒
数第二次开奖，仅开出1注
一等奖，幸运“砸中”了云南
昆明彩民，为一张2元单式
票。不得不说这位彩民真是
运气爆棚，用 2 元钱收获
500万，赶上了2018年七乐
彩的“幸运末班车”。 中彩

七乐彩去年送出256注头奖
百万以上大奖达94注

经验丰富
韩国队胜率大

韩国队1/8决赛加时险
胜巴林队，延续了主帅本托
上任以来的不败战绩；中场
奇诚庸的因伤退出对于韩国
队的中场有着不小的影响，
而孙兴民则未能延续他在热
刺的火热状态，出战两场表
现平平。

卡塔尔队1/8决赛1∶0
力克伊拉克队，取得了队史
上首场亚洲杯淘汰赛胜利。
2018年亚洲足球先生哈桑
和后腰马迪博由于累计两张
黄牌，将在1/4决赛中停赛。

卡塔尔队是本届亚洲杯
进球最多并且零失球同时也
是唯一全胜的队伍，他们到
目前为止的表现明显要优于
韩国队。不过韩国队征战淘
汰赛的经验更为丰富，上届
赛事同样是在场面并不占优
的情况下挺进了决赛，阵容
相对年轻的卡塔尔队此战未
必能胜韧性十足的韩国队。

实力占优
澳大利亚队有望奏捷

阿联酋队首轮淘汰赛通
过加时苦战才艰难淘汰了首
次参赛的吉尔吉斯斯坦，替
补出场的前锋艾哈迈德·哈
利勒第102分钟的点球破门
帮助东道主连续第二次闯进
亚洲杯八强。

澳大利亚队首轮淘汰赛
通过点球决胜才艰难淘汰了
乌兹别克斯坦，两次扑出点
球的门将瑞安成为亚洲杯卫
冕冠军晋级下一轮的英雄，
而因伤缺席了3场小组赛的
柏林赫塔边锋莱基已在1/8
决赛中替补复出。

两队本届亚洲杯的表现
都明显低于预期，阿联酋前
4场比赛表现平平，而澳大
利亚队前4战的发挥也让人
很难看好其卫冕前景。四年
前，澳大利亚在主场进行的
亚洲杯中半决赛中2∶0淘汰
阿联酋，四年后阿联酋将在
主场迎来复仇的机会。

状态俱佳
枪手、红魔难争高低

阿森纳上周末主场2∶0
力克切尔西，取得联赛主场
5连胜，继续得到首发的中
锋拉卡泽特和队长科斯切尔
尼破门，但贡献助攻的边卫
贝莱林十字韧带撕裂，将休
战6~9月的他本赛季已经提
前报销；中场姆希塔良本周
恢复训练，但此战可能还不
会出场。

曼联上轮主场2∶1小胜
布赖顿，索尔斯克亚将执教
红魔的开局记录改写为7连
胜，博格巴和拉什福德破门，
桑切斯及时康复进入大名
单，但上周末没有出场，当时
赛前因出现不适退出首发的
左后卫卢克·肖基本康复。

曼联目前在各项赛事取
得六连胜的佳绩，不过阿森
纳近4场比赛取胜3场，彼
此状态都很不错，此役两队
在常规比赛时间内激战成和
几率颇大。 河体

竞彩周五强档推荐

难争高下 枪手、红魔硬碰硬
核心提示 | 本周五，竞彩共开售26场比赛，其中亚洲杯有两场赛事入选，分别是韩国

VS卡塔尔、阿联酋VS澳大利亚。韩国队在十六强赛中苦战至加时赛才淘汰巴林队，此番
对阵卡塔尔队，韩国队能够力保不败就算有所交代；澳大利亚队贵为上届冠军，实力毋庸置
疑，而且他们踢法十分硬朗，阿联酋队难有招架之力。

27人合买
中双色球603万元大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