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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五003
布里斯托尔城vs雷丁
比赛时间：
4月19日 19：00

布里斯托尔城上轮做客
1比2不敌阿斯顿维拉，终结
连续5轮不败，是役他们多达
6人领到黄牌，所幸没有球员
要停赛。中场奥多达恢复训
练有望伤愈复出，但其余老
伤兵如菲尔丁、K·史密斯等
人依然伤缺。

凭借边锋梅特梅开二
度，雷丁上轮主场2比1力克
布伦特福德，取得联赛主场
两连胜，拿到这宝贵的3分球
队保级压力也有所减小，目
前排名第19位领先降级区达
4分。老伤兵伯德瓦尔松、奥
谢、斯威夫特、奥比塔和理查
兹均伤缺，前锋巴尔多克伤
情存疑。

周五019
第戎vs雷恩
比赛时间：
4月20日 01：00

第戎上轮主场0比0战
平亚眠、连续2轮不败，是役
第戎占据了较大的场面优
势，射门以19比5大幅领先，
但攻击效率很低，中场核心
斯里蒂伤愈替补出场；后卫
阿格尔、布卡穆图和罗西耶、
中场阿贝迪有伤，后卫劳托
亚停赛，后3人是主力。

雷恩上轮主场0比0平
尼斯、连续5轮未尝胜绩，比
赛中雷恩稍占场面上风，获
得了两倍于对手的射门，但
进攻效率不佳；中场莱亚斯
里基、前锋希耶巴楚、后卫当
泽、巴尔、扎法尼和本瑟拜尼
有伤，中场安德雷解禁，后2
人是主力。

周五040
里昂vs昂热
比赛时间：
4月20日 02：45

里昂上轮客场1比2不
敌南特、各项赛事遭遇3连
败，边锋特里耶一度扳平比
分，是役里昂占据了一定的
优势，但攻击效率很低，后
卫马沙尔和中场图萨尔因
伤离场、本轮参赛成疑；主
帅热内西奥宣布赛季结束
后离任；替补后卫特特伤情
需观察。

昂热上轮客场1比0击
败卡昂、结束联赛5连平，前
锋阿德莱德进球，是役昂热
基本上控制了比赛，尤其是
攻击端表现不俗，但浪费机
会严重，前锋洛佩兹因伤离
场、本轮参赛不乐观；后卫佩
勒纳尔和中场恩多耶有伤，
后者是主力。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广大
球迷及购彩者：快乐购彩，理
性投注，请注意控制购彩金
额。 河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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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风采”22选5开奖公告

河南销售总额为395362元，中奖
总金额为19168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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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本省投注总额：15491032 元，本省中奖总金额：
578108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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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91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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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河南 3D及附加玩法销售额为
167687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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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7日，体彩大乐透
第19043期开奖，前区开出
号码“02、06、07、12、15”，后
区开出号码“06、12”。当期
是新规则上市后的第25期
开奖，以2.65亿元的全国发
行量，为社会筹集彩票公益
金9570万元。

当期全国共开出17注头
奖。其中，13注为追加投注一
等奖，单注奖金1800万元（含
800万元追加奖金），出自青
海（10注）和广东（3注）；4注
为基本投注一等奖，单注奖金
1000万元，分落辽宁（1注）、
安徽（2注）和宁夏（1注）。

数据显示，青海中出的
10注1800万元追加投注头
奖出自西宁市城中区，中奖
彩票是一张30元10倍单式
追加票，单票擒奖1.8亿元。

广东中出的 3 注 1800

万元追加投注头奖出自梅
州，中奖彩票是一张18元6
注单式追加票，单票擒奖
5400万元。

安徽中出的 2注 1000
万元基本投注头奖分别出自
合肥的两个站点，其中一张
中奖彩票是10元 5注单式
票，另一张中奖彩票是6元3
注单式票。

辽宁中出的1000万元
基本投注头奖出自葫芦岛，
中奖彩票为一张6+3组合复
式票，单票擒奖1147万元。

宁夏中出的1000万元
基本投注头奖出自银川东区
分中心，中奖彩票为一张9+
3 组合复式票，单票擒奖
1154万元。

对比可见，由于采用了
追加投注，来自青海和广东
的幸运儿在一等奖方面多拿

了80%奖金，使得单注一等
奖奖金达到了1800万元。

二等奖中出68注，单注
奖金72.91万元。其中20注
为追加投注，每注多得奖金
58.33万元。追加后，二等奖
单注总奖金为131.25万元。

当期，三等奖中出191
注，单注奖金为10000元。四
等奖中出551注，单注奖金为
3000元。五等奖中出11690
注，单注奖金为300元。六等
奖中出18115注，单注奖金为
200元。七等奖中出34516
注，单注奖金为100元。八等
奖中出547929注，单注奖金
为 15 元 。 九 等 奖 中 出
5874264注，单注奖金为5元。

奖池方面，当期开奖结
束后，60.17亿元滚存至4月
20日（周六）开奖的第19044
期。 河体

体彩大乐透再现亿元巨奖
第19043期开出17注头奖，13注为1800万追加头奖

4月14日的晚上，对于
福建省莆田市的姚家三姐妹
而言，是个难忘的夜晚，三姐
妹合买的彩票喜中双色球第
2019042 期 1 注 1000 万超
值一等奖、1注19万的二等
奖和若干固定奖，共获奖金
1026万多元。

第二天一早，合买团代
表姚大姐就风风火火地赶到
了福彩中心领奖。据她介
绍，这张彩票是她和两个妹
妹一起合买的。欢喜不已的
她在现场再三感叹道：“真是
运气好，居然能中到千万巨
奖！”

说起她的姐妹合买团，姚
大姐开心地告诉我们，在她们
断断续续合买的两三年里，中

过不少奖。“最大的一次是去
年一个十几万的二等奖，当时
把我们都开心坏了！”而此次
让他们中得千万巨奖的幸运
号，也与三姐妹颇有缘分。

原来，14日那天下午，姐
妹们来到大姐家中小聚，其
间谈起双色球选号，小妹便
提出，用三姐妹的生日凑一
组双色球复式号，应该很有
纪念意义。三人一拍即合，
很快，她们就根据自己的生
日一人选了3个号码作为红
球，然后，姚大姐又添上了两
个蓝球，去附近彩站打了一
张“9+2”的双色球复式票。

买完彩票后，姚大姐随
手将彩票放在包里，便继续
忙别的事情去了，直到晚上

用手机查看开奖号码时，姚
大姐才发现喜中巨奖。“那一
刻真是感觉天旋地转。”随
后，她立刻将喜讯传给了两
个妹妹，三姐妹开心得一晚
上都不能入眠。

经过商议，两个妹妹决
定第二天让大姐代表领奖。
在领奖现场，姚大姐告诉我
们，虽然她们姐妹三人早已成
家，但还是经常互帮互助，姐
妹间的关系并没有因为成家
而互相疏远。谈及奖金的规
划，姚大姐说：“能成为姐妹已
经是我们的一个大幸运，而生
日又带给了我们更多的幸运，
这笔钱我们打算先拿出一部
分孝顺老人，让他们能够更好
地安享晚年。” 中彩

三姐妹合买 幸运拿下千万头奖
采用复式投注，共揽双色球奖金1026万元

突来灵感
助他拿下奖金

4月15日上午，一位彩
民来到张家港市福彩中心兑
奖，是一张200元的福彩3D
单式票，中得90注单选奖和
10 注 组 六 奖 ，中 得 第
2019097期奖金95330元。

据了解，中奖的是位老
彩民，是福彩的铁杆粉丝，热
衷购买3D，平常也会自己研
究下走势图，感觉好的时候
会去好几家投注站购买。4
月14日晚上7点多，该彩民
脑中突然跳出一组号码，立
即前往投注站，手选投注单
选号“243”90 倍、组六号

“234”10倍，没想到最后真
的中了奖！

自信爆棚
倍投揽入好运

豪揽400倍3D直选，收
获第 2019094 期奖金 41.6
万元。近日，无锡彩民周先
生手持中奖彩票现身当地福
彩中心领取了奖金。

周先生是位老彩民，彩
龄已近十年，平时以投注双
色球和3D投注为主。近一
个月，他运气颇好，频频中
得 3D小奖，一向喜欢乘胜
追击的他，在 4月 11 日 15
点54分在自家附近的投注

站，凭感觉选了一组号码
“891”，计划倍投 350 倍。
在准备投注时，周先生收手
了，心想投了350倍不中奖
怎么办，又想到近来在 3D
上小有斩获，顿觉自信爆
棚，索性再打张复式票。于
是，他再次选号，在百位上
选择“2、5、8”、十位上选择
了“3、6、9”、个位上选择了

“1、4、7”并投注50倍。
这样，周先生在当期共

投注了两张彩票，分别是一
张 350倍的直选和一张 50
倍的3D单选彩票，共计400
倍。当晚开奖后他幸运中
奖，豪取奖金 41.6 万元。

中彩

竞彩周五强档：

雷恩分心法国杯决赛

倍投3D 俩彩民捧回超值奖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