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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要为各位购彩者
介绍的是：大乐透复式玩法
的技巧，以下推荐几种百元
左右的中小复式投注方法，
以供参考。

【前区复式】通过在前
区选择多于5个号码，后区
固定的选号方式进行选号。
由于大乐透前区有35个号
码供选择，加上一、二等奖奖
项设置要求前区必须中5个
号码，因此，前区复式是最受
购彩者喜爱、最实用的一种
复式投注。“6+2”是最基本
的前区复式投注方法。

◎提示：单期投入保持
在百元左右为宜，如超出金
额过多，建议采用与朋友

“合买”的形式，以降低投注
风险。

【后区复式】 通过在后
区选择多于2个号码，前区
固定选号的方式进行选
号。这种投注方式特别适
用于对后区选号比较关注
的购彩者。

◎提示：在实际投注中，
建议选择后区复式时，后区
选择5个以内的数为宜。

【双区复式】 前后双区
复式是一种比较理想的投
注方式，利用前后夹击博中
大奖。“6+3”是最“短小精
悍”的一种前后双区投注方
式，实际开奖过程中，通过

“6+3”命中百万、千万巨奖
的购彩者数不胜数。

◎提示：从投注方式上
来说，最经济的前后双区复
式投注有“6+4”、“7+3”。

【前区胆拖】 胆拖投注
是复式投注的一种，通过前
区定胆加拖码的方式减少
注数。在实际投注过程中，
前区“4胆 2 拖”至“4胆 31
拖”都深受购彩者青睐。

◎提示：胆码越少，拖码
越多，投注注数就越多。前后
区也可同时胆拖，但投注就需
增加，购彩者需慎重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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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风采”22选5开奖公告

河南销售总额为348896元，中奖
总金额为148481元。

中奖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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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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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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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七乐彩”开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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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等奖（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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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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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91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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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8114元。

中奖注数
263 注

0 注
740 注

中奖号码：4 7 0
“排列3”第19147期中奖号码

5 3 4
“排列5”第19147期中奖号码

大乐透第19063期中奖号码

前区05 08 15 18 21后区04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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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社会公益事业

今年省体彩已筹集公益金16.91亿
上周（5月27日~6月2

日），中国体育彩票在河南省
销售约2.99亿元，通过销售
体育彩票为社会筹集公益金
约0.74亿元，其中的一半约
0.37亿元用于支持我省以人
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及其他
社会公益事业；另一半上缴
中央用于全国公益事业。其
中，上缴中央的体彩公益金
60%用于补充全国社保基

金，约0.22亿元。
2019年，河南省已销售体

育彩票总量约70.45亿元，通
过销售体育彩票为社会筹集公
益金约16.91亿元，其中用于
我省和上缴中央的体彩公益金
各约8.45亿元。上缴中央的
体彩公益金60%用于补充全
国社保基金，约5.07亿元。

在河南省，凡是中国体
育彩票冠名的全民健身和群

众赛事、活动，都是在体育彩
票公益金的支持下开展的。
体育彩票公益金广泛用于补
充全国社保基金、建设遍布
城乡的健身路径及开展社会
体育活动来支持全民健身和
群众体育、扶贫、教育助学、
城乡医疗救助、农村养老服
务、奥运争光等。可以说，无
论您是否购买体育彩票，都
将从中受益！ 河体

竞彩周二强档：

法国青年军稍占优势
周二001
法国U20 VS 美国U20
比赛时间：
2019年6月4日 23：30

法国U20小组赛中三
战三胜，以E组第一名的身
份晋级，他们和乌拉圭
U20是小组赛阶段仅有的
两支全胜球队，球队目前
连续第六届完成出线，最
好的成绩是2013年在土耳
其夺冠。小组赛最后一轮
法国U20轮换了7人，来自
巴萨的后卫托迪波最后一
轮受伤。

美国U20在D组中获
得2胜1负，以小组第二名
身份出线，这也是他们历史
上16次参加世青赛第11次
在小组赛中出线，最近两届
美国U20都进入了八强，效
力汉诺威二队的萨托目前
打入2球，中场核心、来自弗
赖堡的门德斯在上轮罚丢
点球。

周二002
日本U20 VS 韩国U20
比赛时间：
2019年6月4日 23：30

日本U20在B组中以
1胜2平的不败战绩，获得
小组第二名出线（10次参
加世青赛第8次出线），小
组赛中唯一的胜利是来自
3比0击败了墨西哥U20，
能够出线也得益于最后一
轮对手意大利U20轮换了
9名主力。来自名古屋八
鲸的中场伊藤洋辉在对阵
意大利的比赛中罚丢一个
点球，东京FC前锋田川亨
介则是在比赛中受伤下
场，淘汰赛出场待定。

韩国U20在F组中同
样是以小组第二名出线，
不过最后一轮他们 2比 1
击败了夺冠热门阿根廷
U20，小组赛战绩是2胜 1
负；15 次参加世青赛第 8
次小组出线。

周二003
阿根廷U20 VS 马里U20
比赛时间：
2019年6月5日 2：30

阿根廷U20小组赛中2胜
1负，以F组小组第一出线，小
组赛最后一轮由于提前晋级，
球队轮换了多达9名球员，导
致1比2输给了韩国U20。效
力亚特兰大联的中场巴尔科和
来自圣洛伦索的前锋盖赫目前
都已打入2球。历史上阿根廷
在世青赛中6次夺冠排名第
一，不过在上届韩国进行的世
青赛中1胜2负未能出线。

马里U20在E组中1胜1
平1负，以净胜球优势力压巴
拿马U20，以小组第二名出线，
本次是马里U20第3次参加世
青赛，马里U20也是去年非洲
青年赛的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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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业美女喜中大乐透头奖
中奖彩票为一张3注号码的单式追加多期票

5月29日，山东青岛一
位年轻干练的美女李女士
现身当地体彩中心，兑取了
大乐透1800万元大奖。一
起前来的“闺蜜团”现场还
跟这位新晋“千万女富豪”
玩起了自拍。

4月29日，在体彩大乐
透第19048期开奖中，李女
士凭借一张3注号码、3期
连投的单式追加多期票，中
出1注1800万元一等奖。

“她不仅漂亮还能干，

创业做得也有声有色呢！”
李女士的闺蜜团一致夸奖
道。李女士说：“我5月1号
就飞到南京去了，当天晚上
跟爸妈打电话的时候知道
青岛中出了大奖，因为我也
在那个投注站买了彩票，所
以开玩笑说，是不是我中
的。结果我妈翻出来我衣
服口袋里的彩票看了看，一
个号码都不差！中奖的就
是我。”

李女士说，她原本想让

爸妈先去领奖，早兑奖早安
心，但是爸妈坚持要等她回
来。“行程已经定好了，这个
月去了好几个城市谈项目，
自主创业不容易啊。”

对于奖金的安排，李女
士说：“先给姐妹们发红包，
大家一起去买买买，小龙虾
小火锅吃起来！”性格坦率的
李女士还说：“我买彩票基
本都是机选的，每期都买我
也嫌麻烦，所以经常一下子
买好几期。” 河体

河南体彩“顶呱刮”万元以上大奖每周战报
河南体彩上周（5月27

日~6月2日）中出万元以上
“顶呱刮”大奖共5个，其中：
1万元~5万元：5个。

目前热销票种：30元面

值：大吉大利、宝石之王、好彩
头；20元面值：运、7、点石成
金、中国红、金孔雀；10元面
值：跃龙门、中国红、绿翡翠、
通吃、十倍幸运、彩运来、翻倍

赢、天作之合；5元面值：甜蜜
蜜、麻辣6、中国红；2元面值：
太空寻宝。

体彩“顶呱刮”，刮出精
彩生活！ 河体

大乐透小复式
投注经验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