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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票AⅠ·13

每注金额
8453元

50元
5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9014期中奖号码
3 7 14 19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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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412元，中奖
总金额为378522元。

中奖注数
15注

779注
9684注

303注
433注

62注

1518927元
19726元

2116元
200元

50元
10元

5元

福彩“七乐彩”开奖公告

一等奖（7+0）
二等奖（6+1）
三等奖（6+0）
四等奖（5+1）
五等奖（5+0）
六等奖（4+1）
七等奖（4+0）

中奖结果

中奖号码

奖级
每注
金额

第2019006期

全国
中奖注数

1注
11注

205注
624注

6405注
10740注
74938注

全省
中奖注数

0注
0注
7注

19注
260注
355注

2887注

10 14 19 22 24 29 30 07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9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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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4942元。

中奖注数
485注

0注
1290注

中奖号码：7 9 4

“排列3”第19014期中奖号码

0 2 3
“排列5”第19014期中奖号码

大乐透第19006期中奖号码

前区14 17 19 25 30后区04 08

0 2 3 4 6

专家荐号

徐新格

福彩3D第19015期预测

比较看好1、3、4有号，重点
可关注百位或十位。四六分解
式推荐：1345—0267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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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7、
045、047、056，057、136、138、
146、147、148、156、158、238、

239、247、249、256、258、259、
267、347、348、349、356、358、
366、367、368。

双色球第19007期预测

红色球试荐：04、05、07、10、
11、14、17、22、23、24、29、30、33。

蓝色球试荐：03、05、13、14、
15。

七星彩第19007期预测

重点号码看好1、5、6，奇偶
比例关注4∶3，大小比例关注4∶
3，定位重点关注号码：一位 3、
6，二位5、8，三位1、5，四位4、7，
五位3、5，六位1、8，七位2、7。

22选5第19015期预测

大小比例关注3∶2，奇偶比
例关注3∶2，重点号关注09、14、
15，可杀号02、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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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4、05、
09、10、11、13、14、15、18、19、22。

大乐透第19007期预测

推荐“9+3”：05、09、14、15、
22、28、29、32、34+03、08、11。

排列3第19015期预测

百位：4、6、9。十位：1、5、
6。个位：2、3、8 夏加其

竞彩周二强档推荐

澳大利亚队仍无必胜把握

实力小增
叙利亚队力保不失

首战落败的澳大利亚
队第二场3∶0大胜巴勒斯坦
队，主帅阿诺德对首发阵容
作出了三处调整，而连续两
场比赛领到黄牌的主力中
卫塞恩斯伯里将无缘最后
一轮小组赛。

叙利亚队前两场小组
赛只拿到1分，最后一轮小
组赛必须击败卫冕冠军澳
大利亚队，才有希望进入淘
汰赛阶段。在第二场0∶2负
于约旦队的赛后几小时，叙
利亚足协就发布声明宣布
解雇老帅施坦格，接替德国
人帅位的是艾曼·哈基姆。

澳大利亚队最后一轮
只需战平即可稳获小组出
线，而叙利亚队则必须取
胜。目前，两队在俄罗斯世
界杯的附加赛中就踢得难
分难解，换帅后的叙利亚队

预计也将恢复到应有的战
力，澳大利亚此战并不会太
轻松。

状态糟糕
阿维斯难敌对手

阿维斯是葡萄牙杯的
卫冕冠军，上个赛季他们在
主场决赛中2∶1力克里斯本
竞技，夺得了队史上的首座
冠军奖杯。但在本赛季，阿
维斯出现了明显的滑落，球
队最近7轮联赛只在主场拿
到过2分，排名已经跌至积
分榜末席，同时也是葡超失
球数最多的队伍。

布拉加上轮杯赛客场
加时淘汰葡超球队塞图巴
尔，近3个赛季以来首次晋
级到葡萄牙杯八强，他们曾
在2013-2016年连续三个
赛季晋级到葡杯四强并在
2015/2016赛季夺冠。

作为杯赛卫冕冠军，阿

维斯的态度不用怀疑，但他
们本赛季的状态实在糟糕，
过去对阵布拉加也以2平5
负处于绝对的下风。

毫无压力
约旦队胜券在握

巴勒斯坦队前两轮小
组赛1∶1负并且一球未进，
而上一场0∶3大败卫冕冠军
澳大利亚队，也让他们历史
上第一次进入淘汰赛的希
望，遭受到重大打击。主力
中卫穆罕默德·萨利赫本场
解禁复出，中场索里利亚最
后一轮累计两张黄牌停赛。

作为亚洲杯B组的第
四档队伍，约旦队小组赛两
战全胜并且一球未失，成为
第一支晋级到亚洲杯淘汰
赛的球队，同时由于首战击
败澳大利亚，他们已经锁定
了B组头名。

河体

本周二竞彩共开售16场赛事，其中亚洲杯共有两场比赛入选。首战落败
的澳大利亚队第二场3∶0大胜巴勒斯坦队，叙利亚队前两场小组赛只拿到1
分，而两队在俄罗斯世界杯的附加赛中就踢得难分难解，换帅后的叙利亚队实
力有所提升，澳大利亚队此战想赢也并不会太轻松。

【体彩公益金课堂】

河体河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不使用体育彩票公益金。

中国体育彩票是国家为筹集社会公益资金，促进社会公益事业发展而特许发
行、依法销售的国家公益彩票。体育彩票资金包括返奖奖金、发行费和公益金，彩
票资金构成比例由国务院决定，逾期未兑奖的奖金，纳入彩票公益金。

销售体育彩票筹集的公益金广泛用于：全民健身计划、奥运争光计划、补充全
国社会保障基金、教育助学、法律援助、城乡医疗救助、扶贫、残疾人救助、红十字
事业、赈灾救灾、农村养老服务、文化事业等。

2
体育彩票公益金分配比例为：中央50%（其中：补充社会保障基金30%，中央专

项彩票基金15%，国家体育总局2.5%，民政部2.5%）；地方50%。

河南省销售体育彩票筹集的体育彩票公益金分配概况：中央50%；地方50%
（使用单位：省体育局，市/区/县体育行政部门，省财政统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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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支持社会公益事业

河南体彩上周筹集近亿元公益金
上周（1月7日-1月13

日），中国体育彩票在河南
省销售4.48亿元，为社会筹
集公益金9946万元（体彩
公益金分配：一半用于我省
的体育和社会公益事业；一
半上交中央用于全国公益
事业，其中上交中央部分的

60%用于补充全国社保基
金，计2983万元）。

2000年至今，河南省销
售体育彩票历史总量约945
亿元，为社会筹集公益金约
255亿元。

据了解，体彩公益金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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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9日，体彩大乐透第
19004期开出11注头奖，迎
来新年首个井喷。

开奖第二日，东莞市大
乐透中奖者王先生来到当地
体彩中心兑奖。开奖当天傍
晚，王先生购买了一张36元
的6+3复式票，除了中得一
等奖1注，还中得其余大小奖
项若干，单票共擒奖 645万
元。“我平时都是机选的，这
次突发奇想，任意写出了这
一组号码，然后又机选了一
组，确实意想不到自己凭感
觉写的号码就中了一等奖，
太开心了！”说起中奖经历，

王先生十分兴奋地说。
“我和爱人都是忠实的

购彩者，我们各买各的，看谁
能中大奖，这次爱人还真的
以为我是开玩笑的。”王先生
说，可惜的是他这次没有追
加投注，否则还能多中380万
元奖金。

中了大奖后，王先生计
划把开饭店的贷款还了，然
后回趟老家过个肥年。“我要
让老家的亲人一起见证中国
体育彩票，并让他们一起加
入购彩的队伍，为公益体彩
出一分力量！”

中体

复式投注
收获大乐透奖金645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