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管主办:上海报业集团 新民晚报社 出版:上海东体传媒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威海路755号 邮编:200041 电话:021-62476156 国内统一刊号:CN31-0102 邮发代号:3-77 总第4967期

根据《财政部关于2022年彩票市
场休市安排的公告》（财政部公告
2021年第35号）内容，体育彩票2022
年国庆节休市时间为10月1日0:00至
10月4日24:00。休市期间，除即开型
彩票外，停止全国其他各类彩票游戏
的销售、开奖和兑奖。具体公告如下：

一、体育彩票全国联网乐透型、数
字型游戏于 2022 年 10 月 1 日（星期
六）0:00停止销售，10月5日（星期三）

0:00恢复销售。
二、体育彩票足球传统游戏的竞

猜场次安排、开售时间、停售时间和开
奖时间等，按照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
票管理中心公布的相关竞猜场次安排
执行。全国联网单场竞猜足球游戏、
篮球游戏于9月30日（星期五）22:00
停止销售，10月5日（星期三）11:00恢
复销售，具体事项以竞彩网（www.
sporttery.cn）公告为准。

三、由省（区、市）体彩中心管理的
非全国联网游戏停止销售和恢复销售
时间，以当地省（区、市）体彩中心公告
为准。

四、休市期间，纸质即开型体育彩
票的销售活动由各省（区、市）体彩中
心根据体育总局彩票中心要求和当地
实际情况决定。

五、为保障购彩者权益，各类游戏
兑奖期最后一天在国庆节休市期间以

及10月5日至7日的，兑奖截止时间
顺延至国庆节假期后第一个工作日
（10月8日）。

六、休市期间，体育彩票国家客服
中心95086客服热线人工服务时间及
自助语音服务时间保持不变。人工服
务时间：8:00-24:00，自助语音服务时
间：0:00-24:00。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22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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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255期排列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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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项
直选
组选3
组选6

中奖注数
8448
18869
0

单注奖金
1040
346
173

开奖号码: 3 3 9 8 5
奖项
一等奖

中奖注数
74

单注奖金
100000

第22109期大乐透

开奖结果:05 09 24 29 35+05 12

奖池积累数为726986669.25元

开奖号码: 3 3 9

安卓系统下载IOS系统下载

上海体彩APP安装二维码

上海体彩官方微信

奖项
一等奖
追加
二等奖
追加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七等奖
八等奖
九等奖

中奖注数
13
9
108
30
174
1381
18462
41476
32897
962203
8708343

单注奖金
5529833
4423866
89188
71350
10000
3000
300
200
100
15
5

东体竞彩视角

服务号二维码订阅号二维码

中国体育彩票客服热线

95086
●7×24小时语音播报

●开奖查询、投诉受理、业务咨询

●仅收取当地市话费
●热线并行号码:4006695086

意大利英格兰或再次平局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关于2022年国庆节期间体育彩票休市的公告

9月24日 2:45
欧国联 意大利 VS 英格兰
推荐:1

目前该小组的排名可谓非常出人
意料，看似实力最弱的匈牙利目前积
7分排名小组第一，德国积6分排名第
二，意大利目前积5分排名第三位，而
英格兰四场比赛一场未胜，目前积 2
分排名小组垫底。

在卡塔尔世界杯欧洲区预选赛
中，英格兰以26分力压波兰以小组第
一直接晋级世界杯，而新科欧洲杯冠
军意大利所在的小组却是瑞士拔得头
筹，意大利在附加赛爆冷0比1负于北
马其顿，连续两届无缘世界杯决赛圈。

目前国际足联的世界排名中，英
格兰排名第五位，而意大利排名第七
位。

目前两队的净胜球均为负数，意
大利为-2，而英格兰四场比赛只打进
一球，净胜球为-5。

意大利近10场比赛3胜4平3负，
球队在欧国联已经两场不胜，上一场
比赛更是2比5惨败给德国。

英格兰近10场比赛5胜3平2负，
球队欧国联上一场主场0比4大败给
匈牙利。

两队近七次交手各赢一场，其他
五场均在常规时间打成平局。上一次
两队能够在 90 分钟内分出胜负还是
在2014年世界杯小组赛中，当时意大

利2比1获胜。
目前指数给到主让平手，主胜

2.80，平局 3.20，客胜 2.50。客场作战
的英格兰被看好。

意大利连续两届无缘世界杯，不
仅士气遭遇打击，球队的新老交替也
被迫提前。英格兰目前尽管纸面实力
要更强，但是近期球队也遭遇了连续
的伤病侵袭，与其在欧国联争取好成
绩，倒不如尽量避免世界杯前有球员
受伤，更何况英格兰上一次在常规时
间战胜意大利已经是在10年之前，本
场比赛看好双方再次以平局收场。

9月24日 6:00
阿甲 戈多伊克鲁斯 VS 博卡青年
推荐:0

本赛季的阿甲联赛形势十分胶
着，目前排名第一的是名不见经传的
图库曼竞技，而作为传统劲旅，博卡青
年目前排名第三位，距离榜首有 2 分
的差距。戈多伊克鲁斯目前积 32 分
排名联赛第七位，距离榜首也仅有 6
分的差距。

戈多伊克鲁斯本赛季主场6胜3
平保持不败，主场战绩排名联赛第七
位。

博卡青年本赛季客场 4 胜 1 平 4
负，客场战绩排名联赛第八位。

博卡青年本赛季进攻线打进 25
球，进攻实力能排在阿甲前列，但无奈

后防表现较差，净胜球目前仅有 3
个。戈多伊克鲁斯目前净胜球为 2
个。

戈多伊克鲁斯近10场比赛4胜3
平3负，近期状态下滑，联赛中已遭遇
三轮不胜。

博卡青年近10场比赛7胜3平保
持不败，球队近期在联赛中取得客场
三连胜。

两队近10次交手，博卡青年7胜
2平1负占据压倒性优势，近两次主场
面对博卡青年，戈多伊克鲁斯全部吃
到败仗。

目前指数给到主让平手，主胜
2.63，平局3.10，客胜2.80，主场作战的
戈多伊克鲁斯略微占优。

主队戈多伊克鲁斯近三场联赛输
掉两场，士气难免低迷。反观博卡青
年在阿根廷国家德比中战胜死敌河床
之后，士气得到很大提升。面对近况
不佳的主队，看好博卡青年客场凯旋。

9月24日 22:15
西乙 米兰迪斯 VS 萨拉戈萨
推荐:0

新赛季西乙联赛开赛以后，米兰
迪斯状态不佳，目前六轮联赛过后，成
为了整个联赛中唯一没有赢过球的球
队，积 2 分排名倒数第一。萨拉戈萨
目前积8分排名联赛第13位，但距离
升级区只有2分的差距。

米兰迪斯本赛季主场2平1负，主
场战绩位列联赛第20位。

萨拉戈萨本赛季客场 1 胜 1 平 1
负，客场战绩位列联赛第八位。

米兰迪斯本赛季排名西乙垫底主
要还是因为防守出现问题，目前球队
六场比赛失11球，只有排名倒数第二
的马拉加失球更多。萨拉戈萨进攻线
尽管也只打进 4 个进球，但球队后防
线至今只丢 4 球，防守表现能够排在
西乙的第四位。

米兰迪斯近 10 场比赛 4 平 6 负，
除了7月下旬与毕尔巴鄂竞技队的热
身赛之外，其他九场比赛球队每场均
有失球。

萨拉戈萨近10 场比赛3胜4平3
负，球队最近在联赛中取得两连胜。

两队近10次交手，米兰迪斯5胜
2平3负占据优势，萨拉戈萨上一次客
场战胜对手要追溯到2017赛季。

目前指数给到主队受让平/半，主
胜 3.00，平局 3.20，客胜 2.38，客场作
战的萨拉戈萨被看好。

主队米兰迪斯本赛季状态低迷，
六轮联赛之后还未拿到一场胜利，如
不及时调整状态，本赛季很难逃脱降
级厄运。萨拉戈萨目前距离升级区仅
有 2 分差距，本场比赛必定会全力拿
分，球队近期收获联赛两连胜，状态和
士气都要好于主队，本场比赛看好萨
拉戈萨在客场拿到联赛三连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