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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票开奖★

全国联网体育彩票“排列五”

开奖日期：2017年10月12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9885216元
本期开奖号码：0 5 7 9 2

本期中奖情况(第17278期）

奖等

一等奖

278273242.88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7年12月11日

中奖注数

10注

每注奖金

100000元

应派奖金合计

1000000元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三（青海省）
第17278期开奖公告

开奖日期：2017年10月12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14793738元，本省（区、
市）销售金额：65176元
本期开奖号码：0 5 7

投注方式

直选

组选3

组选6

110476.88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7年12月11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全国中奖注数

2662注

0注

7547注

本地中奖注数

9注

0注

12注

单注奖金

1040元

346元

173元

““超级足彩季超级足彩季 33亿大派奖亿大派奖””正式启动正式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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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152期14场胜负

伯恩茅难敌热刺

10 月 11 日《中国体彩报》报道，今年
国庆长假期间，体彩全国联销游戏（大乐
透、7 星彩、排列 3、排列 5、传统足彩、竞
彩）周销量（10月 2日至 8日）22.67亿元，
比 前 一 周 减 少 8.37 亿 元 ，环 比 下 降
26.97%。其中，受受注赛事减少影响，竞
彩的周销量环比下降 34.96%。

近年来，每到长假，餐饮旅游、商业
贸易等行业销售数据均出现爆发式增
长，不过，“假日经济，不旺彩市”的说法
也早已有之。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体
彩市场的“假日潜力”何在？

探因一
受注赛事减少影响竞彩销量
我国有两个“黄金周”，一个是国庆

长假，另一个是春节长假。春节长假期
间，根据相关政策规定，彩票休市一周
（即开票照常销售），销量大幅下降自不
必说。而国庆期间，彩票不休市，但销量
却依然受到不小的冲击。

10 月 2 日至 8 日，竞猜型游戏销售
15.19亿元，比前一周减少 7.54亿元，环比
下降 33.17%。其中，竞彩的周销量环比
下降 34.96%。据悉，该周，逢国际足球比
赛日，欧洲、非洲、美等洲分别进行了世
界杯预选赛，多个国家的联赛暂停，导致
受注赛事减少。竞彩足球的受注赛事仅
有 155 场，比之前一周减少 178 场，受注
赛事大幅减少，是竞彩销量环比减少的
原因之一。

探因二
旅游热“波及”购彩热情

今年国庆长假被称为“加长版”的黄
金周，期间，外出旅游、回乡探亲的人数
激增。按照国家旅游局公布的数据显
示，黄金周期间旅游人次超过 7亿。这其
中，购彩者和彩票经营者的“贡献”均不
少。

付先生在北京务工，从事公司财务
工作，老家在山东德州。平时上班之余，
他喜欢研究足球赛事、买竞彩，偶尔还会
买一些体彩大乐透，是小区里体彩店的

“大客户”。今年的国庆长假前，他早早
就做好了陪父母旅游的准备。“父母年纪
逐渐大了，趁这几年还能外出走动，想带
着他们到国外走走。”付先生说，这个假
期本来可竞猜的赛事就少，所以他决定
暂时抛下彩票，全身心陪父母旅游。

在北京大兴区经营体彩店 5 年的老
刘，也在国庆长假期间出去散心。“这几
年，几乎每天都在店里守着，从来没有出
去旅游过。”老刘说，经营体彩店，最怕客
户流失，所以他一刻也不敢马虎，几乎每
天都在店中坐镇，与彩友探讨交流，以建
立良好的客户关系。“儿子今年上班了，
我肩上的担子也轻了不少，他说要带我
去河南开封看一看清明上河园。我想了
想，那就去吧，店里就暂时交给销售员打
理了。”刘先生说。

像付先生这样的购彩者、老刘这样
的彩票经营者都外出旅游了，彩票整体
销量自然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对策一
推广多期票和礼品属性

为应对日常快节奏生活以及假日对
彩票销量带来的影响，近年来，彩票销售
机构推出了不少措施，其中包括数字型
游戏的“多期票”投注和即开票的节假日
户外销售。

目前，全国联网体彩大乐透、7 星彩
和排列游戏在众多省份具备多期投注的
功能，在方便彩友日常购彩之余，也填补
了假期带来的投注不便问题。在各地，
高频 11选 5等快开游戏也推出多期投注
功能，为守号的彩友们提供便利。

即开票户外销售是假日期间的一个

亮点。在闹市区的广场或旅游景点附近
开展即开票户外销售，既宣传了彩票本
身，也为购彩者提供便利，并提升了销
量，可谓一举多得。

不过，仅靠这两种方法，显然不足以
解决目前彩票销售的“假日瓶颈”。

今年，顶呱刮即开票“丰彩”销售有
了一个新亮点。据《扬子晚报》报道，在
广东、江苏、湖南、江西等地销售的“丰
彩”，受到了一批企业主、商场和卖家的
青睐。他们尝试将“丰彩”纳入员工关怀
福利或营销活动礼品中，反响良好。挖
掘即开票的礼品属性，或可成为解决节
假日期间彩票销量下滑的一个突破口。

对策二
探索彩票的多渠道销售

众所周知，彩票投注站和即开票户
外销售点是目前彩票销售的两个主要渠
道。假日期间，购彩者地域流动性大，对
购彩行为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为给流动购彩者提供更加便利的投
注，如今，在机场、高铁站、汽车站等交
通枢纽，都能看到彩票店；在加油站、便
利 店 ，市 民 也 可 以 随 手 买 到 即 开 型 彩
票。

今年 9月，中信银行在广西推出体彩
大乐透 306定投业务，市民可到广西区内
任意中信银行网点柜台购买一年的体彩
大乐透，每期定投 1注 2元的体彩大乐透
彩票，一年共开奖 153 期，合计 306 元。
用户开立、绑定中信银行卡即可申请签
约定投业务，大乐透 306定投可选择机选
号码投注或自选号码投注，中奖后收到
短信通知，1万元以下奖金将自动返到客
户绑定的银行卡内。体彩定投业务，在
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购彩者假期投注不便
的难题。

（金海燕）

10 月 11 日，体彩大乐透第 17119 期
全国开出 5注头奖，其中 2注为 1327万元
（含 497万元追加奖金）追加投注头奖，分
落江苏、河南；3 注为 829 万元基本投注
头奖，被广东（2 注）、安徽彩友中得。开
奖结束后，奖池滚存 42.47亿元。

本期体彩大乐透前区开出号码 05、
07、13、29、35，后区开出号码 03、08。前
区奖号的分布较为匀称，各个号段均有
号码开出。最小号码开出 05；07、16复制
上期（第 17118期）奖号，07于最近 3期之
内连续开出，16为之前前区较冷号码，曾
有 26 期没有露面；最大号码开出 35。后
区开出 03、08，其中 03于最近 4期之内开

出 3期，较热。
截至目前，前区的 13 已有 34 期没有

现身，正在持续走冷；03 和 28 均有 23 期
未“露面”。

数据显示，广东中出的 2 注 829 万元
头奖分落佛山、广州，前者是一张 5 注 10
元的单式票，后者是一张 8+3 复式票，投
入金额 336 元，单票擒奖 883 万元。安徽
中出的 829万元头奖出自阜阳，中奖彩票
是一张 5注 10元投入的单式票。

河南中出的 1327 万元头奖出自郑
州，中奖彩票是一张 8+3 复式票，投入
金额 504 元，单票中奖 1413 万元。江苏
中出的 1327 万元头奖出自无锡，中奖

彩票是一张前区 3 胆 11 拖+后区 2 的胆
拖票，投入金额 165 元，单票中奖 1345
万元。

本期二等奖、三等奖的奖金成色不
错。二等奖开出 43注，每注奖金为 21.69
万元；其中 14采用追加投注，每注多得奖
金 13.01 万元。追加后，二等奖单个总奖
金为 34.70 万元。三等奖开出 592 注，每
注奖金为 6018 元；其中 214 注采用追加
投注，每注多得奖金 3610元。追加后，三
等奖单个总奖金为 9628元。

奖池方面，42.47亿元滚存至 10月 14
日（周六）开奖的第 17120期。

（于彤）

体彩大乐透开5注829万元
江苏河南彩友追加擒1327万元 奖池滚存42.47亿元

截至 10 月 11 日开奖的 17150 期，足彩
“3.12 亿大派奖”已经结束 7 期指定派奖期
的开奖。这期间的最高奖金纪录出自9月
25 日开奖的 17140 期——当期 14 场胜负
彩单注头奖达 380 万元（含 120 万元派奖
奖金）。

什么，最高纪录才 380 万元？也许有
人要问，那么传说中的 1000 万元大奖在哪
呢？这种疑问，多半“源自”派奖规则。根
据“3.12 亿大派奖”活动规则，派奖期间

“单注派奖奖金最高限额 500 万元”，再加
上常规的封顶 500 万元奖金，足彩派奖的
单注理论最高奖金将高达1000 万元。

事实上，这个“理论”1000 万元大奖的
出现，需要一些条件与之配合。以下两个
条件至少必居其一：一是单期竞猜难度大
导致全国中奖注数极少，二是此前期次有
高额奖金滚存导致当期奖金累积式提升。

在已经结束的7期派奖期次中，全国中
奖注数最少的一期正是17140期，14场胜负
彩一等奖只中出5注，单注奖金380万元。

至于传说中的 1000 万元大奖啥时来
——咱们还是希望在以后的派奖期次里，
中奖难度再大一些，奖金滚存再多一些，
而自己再幸运一些，最好全国唯一中了头
奖的那个人就是“我”吧。

长假体彩销售存在广阔提升空间

体彩如何分得“假日经济”一杯羹

传说中的1000万元大奖呢
■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