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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注金额
38383元

50元
5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8018期中奖号码
8 9 16 18 22

奖等
头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好运二
好运三
好运四

“中原风采”22选5开奖公告

河南销售总额为418330元，中奖
总金额为173998元。

中奖注数
2注

360注
5919注
203注
197注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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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44972元，本省中奖总金额：
3837363元。

红色球

13
蓝色球

05 09 10 12 17 19

第2018008期

全国
中奖注数

全省
中奖注数

6571365元
150043元

3000元
200元
10元
5元

11注
144注

1428注
77385注

1497762注
11026247注

0注
1注

68注
2551注

55112注
484400注

“排列3”、“排列5”第18018期开奖公告
玩法 中奖号码 全国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

排列3
直选
组选3
组选6

3425注
0注

10185注

1040元
346元
173元
10万元排列5 37注

174
17411

排列3投注总额16699356元；排列
5投注总额11151640元。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8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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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3120元。

中奖注数
490注

0注
711注

中奖号码：810

徐新格

福彩3D第18019期预测

比较看好2、3、7有号，重点
可关注百位或十位。四六分解
式推荐：2378—0145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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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7、
067、128、136、138、147、148、

158、167、168、178、236、239、
245、247、249、256、258、259、
267、336、346、347、348、349、
356、358、366、367。

双色球第18009期预测

红色球试荐：03、04、07、11、
14、15、19、20、23、24、27、28、32。

蓝色球试荐：02、04、13、15、
16。

22选5第18019期预测

大小比例关注3∶2，奇偶比
例关注2∶3，重点号关注06、13、
18，可杀号 01、07；本期可能出
现一组二连号，热点区间关注
三区，推荐一个小复式:02、03、

06、08、09、11、12、13、14、16、18、
21。

排列3第18019期预测

百位：2、4、7。十位：0、3、
8。个位：4、7、9。 夏加其

专家荐号

今日竞彩重点赛事投注推荐
日期

“二串一”玩法

1/19（周五）

推荐为个人观点，仅供参考，欲知详情请登录中国竞彩网。

编号/主队VS客队

002西悉尼漫步者VS墨尔本胜利

025卡昂VS马赛

推荐

平

负

百元可中奖

553元

“诚实守信，是福彩人的本分”
踏实做人，用心服务，福彩业主李瑞松赢得彩民信任

1月 15日傍晚，漯河小伙
张先生在散步的路上，顺手买
了几张顶呱刮，没想到竟然邂
逅了“麻辣6”10万元大奖。

据介绍，张先生一直对体
彩顶呱刮情有独钟，只要有空
就会买几张试试手气。当天傍
晚，张先生回家路过漯河市辽
河路与井冈山路交叉口附近的
一家便利店，进去买饮料时，随

手刮了几张即开票中了20块
钱；随即他直接用奖金买了4张

“麻辣6”，刮到第3张时，张先
生就命中了大奖。“感觉自己像
是做梦一样，仔细确认了几遍，
最终才相信是真的。”

当问及奖金怎么规划时，
张先生略带腼腆地说：“我正在
处对象，刚好想买辆车，这10万
块钱够买个不错的车啦。”

2011年9月13日，濮阳一
彩民中得双色球第2011107期
大奖996万元，可是一直到离
兑奖截止时间还剩十几天，中
奖彩民仍未现身。而就在这
时，李瑞松的福彩投注站却传
来一件喜事。

2011年 11月 1日大奖得
主来到李瑞松的投注站，但他
对自己中奖的事情仍不知晓。

“这位彩民的中奖彩票不是我
店里出的，当时他是顺路来兑
奖，我接过彩票，往机器上一核

对，只见屏幕上出现一串很长
的数字，等我定睛一看，数了数
有900多万。我顿时惊喜地告
诉彩民，原来那个996万元的
大奖是你中的啊，你怎么还不
去兑奖，快到期了，赶紧去郑州
吧！”李瑞松一边说一边赶紧把
中奖彩票交给这位彩民，而这
位彩民一开始还不相信，提出
质疑。经李瑞松再三证实后，
该彩民才恍然大悟，手里剩下
的几张彩票也顾不上兑了，拿
上中奖彩票就走了。

“当时店里的其他彩民说，
李老板可真是个好人，你要是
不告诉他实情，说没中，那个彩
民肯定也不知道。”回忆起当时
情形，李瑞松仍然历历在目。

“诚实守信，是福彩人的本
分，也是每个行业的经营之本，
不是自己的绝不能拿。因为热
爱福彩，我选择了福彩，所以更
不能抱有侥幸心理，哪怕是一
时之念，今后我仍会坚守我的
职业原则，不忘初心，做个合格
的福彩人。”

河南福彩人故事

□记者 吴佩锷 文图

核心提示 | 2011年9月，濮阳一位彩民中奖50多天仍不自知，在他拿着彩票来到濮阳
福彩41090010号投注站兑奖时，业主李瑞松提醒该彩民中得双色球996万元头奖。后来
此事逐渐被彩民们知晓，李瑞松的诚信之举在当地也被传为一段佳话。

李瑞松每天都用心服务每位彩民

因为热爱，所以选择福彩作为事业

2006年，怀着对福彩事业
的热爱，李瑞松的投注站在濮
阳市昆吾路南段的昆吾花园附
近开张了。“我从福彩刚上市就
开始玩了，那时候只有‘中原风
采’这一种游戏，我和父亲都喜
欢研究数字，喜欢彩票。我做
事情比较专一，况且这将我的
爱好与职业完美地结合了起
来，所以越干越有劲儿！”

与一般的福彩业主不同的
是，李瑞松在选号方法上有着
自己的见解，他认为选号肯定
是有规律可循的。“其实很简

单，比如说双色球，起码要观察
近10期的号码走势，而且不能
单单看综合走势，像三区分布、
红球奇偶分布、大小分布等，要
将这些因素进行全方位分析，
然后‘按图索骥’，就可能预判
出下期的号码走势。”

随即，李瑞松拿出一沓图
纸，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号码
走势等内容，由于年代久远，有
些图纸已经泛黄，“这只是其中
一部分，家里柜子中存放的图
纸更多，全都是我自己做的。”

因为专业，李瑞松在圈内

小有名气，不少彩民跟随他选
号购彩。“2010年，有一位彩民
让我帮他推荐七乐彩号码，我
当时向他保证，三个月内能中
个大奖，由于信任，彩民先预付
一部分钱后就不管不问了。大
概不到一个月时间，就中了个
头奖，奖金53万多元。”

李瑞松说，彩民信任他并
不单是因为出奖多，而是他奉
行“专业分析，理性投注”的原
则。“将彩民的钱用在刀刃上，
对自己对彩民负责，做一个有
担当的业主，这样才能长远。”

诚信做人，他的故事被传为佳话

周五下午，澳大利亚超级
联赛继续有好戏上演，届时西
悉尼漫步者与墨尔本胜利将在
前者主场进行一场较量。

西悉尼漫步者在本赛季初
段经历了多轮联赛不胜之后，
球队近期整体表现不俗，近4轮
联赛取得 2 胜 2 平的不败战
绩。不过，西悉尼漫步者是目
前联赛中平局场数最多的球
队，近2次联赛对阵墨尔本胜利
都战成平局，西悉尼漫步者此
役主场再次打平的机会不小。

虽然墨尔本胜利上轮联赛
凭借攻击手巴巴鲁塞斯最后时

刻的入球，以3∶2的比分惊险战
胜珀斯光荣重返胜轨，球队士
气有所提升，但是墨尔本胜利
在头16轮仅取得6胜5平5负，
积23分的成绩，对比上赛季下
滑了不少。另外，墨尔本胜利
擅长客场作战，本赛季目前6场
胜利中的4场是在客场所获得
的，不过他们的防守并不稳固，
均场失1.5球仅排在联赛中下
游的位置，墨尔本胜利想要在
客场取得胜利难度颇大。

两队近况相近，彼此均无
必胜把握，在此情况下，此役不
妨捧和为妙。

势均力敌
墨尔本胜利客战难胜
□记者 吴佩锷

漯河小伙
邂逅“麻辣6”大奖
□记者 吴佩锷 通讯员 张慧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