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北京时间 1 月 13 日至 18 日进行的比赛中，
有 5 场将开售胜平负单关固定奖玩法，德甲、西
甲、法甲均在竞猜之列，历时近一个月的冬歇期过
后，德甲将开启下半程。

1 月 13 日晚上，云达不来梅与霍芬海姆将在
德甲赛场进行较量。云达不来梅近期表现有了起
色，不过保级前景依旧不乐观，而霍芬海姆受欧洲
赛事牵绊，客场连吃败仗，但球队排名距前四仅一
步之遥。处于状态上升期的云达不来梅主场作
战，有望立于不败之地。

此前进行的比赛中，西甲赫罗纳对阵拉斯
帕尔马斯胜平负“单固”赛程。赫罗纳本赛季
整体表现尚可，是一支主客场成绩均衡的球
队，而仅有三场胜绩的拉斯帕尔马斯失球最
多，排名垫底，保级形势岌岌可危。赫罗纳的
处境固然优于拉斯帕尔马斯，但近五次与对手
交锋全部以失利告终。

1月 14日晚上，莱万特与维戈塞尔塔将在
西甲赛场展开争夺。莱万特是胜率最低的球
队之一，由于拿到九场平局才不至于跌入降级

区，维戈塞尔塔表现也不理想，但此前在国王杯和
联赛中相继战平巴萨和皇马两强，因此易成受注
热门，实际上球队有可能连一分都拿不到。

随后，圣埃蒂安将在法甲赛场对阵图卢兹。
两队均排名下游，位列保级集团，在这场保级大战
中，圣埃蒂安值得信赖。

下周中将进行法甲第 21 轮比赛，甘冈对阵里
昂是本周期内竞猜的最后一场。甘冈联赛主场连
续九轮不败，而里昂客场连战连捷，两队状态难分
伯仲，不过实力占优的后者胜算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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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票开奖★

全国联网体育彩票“排列五”

开奖日期：2018年1月11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10932756元
本期开奖号码：9 7 2 3 1

本期中奖情况(第18011期）

奖等

一等奖

207184797.62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8年3月12日

中奖注数

39注

每注奖金

100000元

应派奖金合计

3900000元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三（青海省）
第18011期开奖公告

开奖日期：2018年1月11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16046286元，本省（区、
市）销售金额：68334元
本期开奖号码：9 7 2

投注方式

直选

组选3

组选6

0.00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8年3月12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全国中奖注数

7094注

0注

13163注

本地中奖注数

52注

0注

116注

单注奖金

1040元

346元

173元

20182018··新起点新起点 公益体彩一起上场公益体彩一起上场

第18004期14场胜负

纽卡斯欲擒斯旺西

1 月 10 日 ，体 彩 大 乐 透 第
18005 期 前 区 开 出 号 码 04、09、
23、24、30，后 区 开 出 号 码 08、
11。全国中出 6 注头奖，其中 1
注为 1241 万元（含 465 万余元追
加奖金）追加投注头奖，出自上
海；5 注为 775 万余元基本投注
头奖，分落上海、河南（3注）和新
疆。

数据显示，上海中出的 1241
万元出自静安区，中奖彩票为一
张 7+2 复式追加票，投入 63 元，
单票擒奖 1246万元。

河南中出的 3 注 775 万元头
奖分落南阳（2注）和周口。南阳
中出的 2 注头奖出自同一个网
点，中奖彩票为两张胆拖票，一
张为前区 9+后区 1胆 2拖的胆拖
票，投入 504 元，单票中奖 788 万
元；一张为前区 7+后区 1 胆 2 拖
的胆拖票，投入 84 元，单票擒奖
784 万元。周口中出的 775 万元
头奖为 6+3 复式票，投入 36 元，
单票擒奖 787万元。

上海中出的 775万元头奖出

自松江区，中奖彩票为一张 5 注
10元投入的单式票。

新疆中出的 775万元头奖出
自克拉玛依市，中奖彩票为一张
11+2 复式票，投入 924 元，单票
擒奖 788万元。

对比中可见，由于采用了追
加投注，来自上海静安区的这位
幸运彩友在头奖方面要多拿了
465 万余元追加奖金，从而使得
单个头奖达到了 1241万元。

本期二等奖、三等奖的中奖
数量呈现井喷态势。二等奖中
出 174 注，每注奖金为 4.88 万余
元；其中 49 注采用追加投注，每
注多得奖金 2.92 万余元。追加
后，二等奖单个总奖金为 7.81 万
元。三等奖中出 1057注，每注奖
金为 3032 元；其中 361 注采用追
加投注，每注多得奖金 1819 元。
追加后，三等奖单个总奖金为
4851元。

当期开奖过后，44.35亿元滚
存至 1 月 13 日（周六）开奖的第
18006期。 （金海燕）

体彩大乐透开出6注头奖
1注1241万元+5注775万元 奖池滚存44.35亿元

刚刚过去的 2017 年，中国体育彩
票交出了一张销量 2096 亿元、公益金
523亿元的亮眼成绩单。全年体彩公益
活动蓬勃开展，玩法促销此起彼伏。
2018 年，是竞猜型彩票的“大年”，更是
体育彩票令人期待的发展之年。2018
年，让我们一起上场！

体彩公益活动
更加丰富多彩

2018 年，由国家体彩中心发起的
“公益体彩，快乐操场”和“体彩·新长
城”活动将继续扬帆启航，为边远贫困
地区的孩子们送去急需的体育器材，为
品学兼优、家境贫困的大学生送去关
爱。

2017 年，体彩全年筹集公益金 523
亿余元，将用于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
业。2018 年，在全国各地，体彩各类品
牌公益活动将一如既往地开展。如重
庆体彩推出的“体彩助训·青苗行动”，
致力于培养优秀的体育苗子；“你点我
送”活动，为社区开展家门口的运动会
提供活动经费。如江苏省体彩中心推
出的“体彩爱行走”活动，山东省体彩中
心推出的大型爱心助学活动，已连续多
年为贫困学生提供帮助……这些已经
形成品牌的公益活动，将在 2018 年继
续开展，奉献爱心。

体彩公益金是全民健身活动经费
的主要贡献者。每年，各类“体彩杯”全
民健身活动如火如荼开展，贯穿全年，
为体育爱好者搭建一比高下的舞台。
元旦小长假期间，全国各地举办新年登
高活动，打响了全民健身的第一枪。接
下来，“体彩杯”全民健身活动将更加丰
富多彩。

2018 年，扶贫、助学等社会公益活
动，也将继续有条不紊地开展。

竞猜型彩票
或迎爆发式增长

2018 年，俄罗斯足球世界杯将成为竞
猜型彩票再次爆发的机遇。通常来说，世
界杯年是竞猜型彩票的“大年”，不仅销量
大增，彩友群体也将有一定幅度的增长。
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竞彩游戏就实现了
彩友群体和销量的双爆发式增长。

2017 年，竞猜型体育彩票全年销量为
928.52 亿元。2018 年，这一纪录有望再度
被打破。

为迎接俄罗斯世界杯，一部分有营销
头脑的竞彩店业主已经开始摩拳擦掌，准
备策划一系列活动了。

四川成都 02357 网点业主马玲曦，去
年 12 月将网点由原来的 8 平方米小门面，
搬到隔壁的大门面，就是为了在世界杯到
来时，满足大流量客户的购彩需求。

还有更多有世界杯营销经验的竞彩
店业主，也开始精心策划、做活动预算筹
备，以更好地回馈老彩友、吸引新彩友加
入竞彩行列。

顶呱刮即开票
迎上市十周年

2018 年是体彩即开型彩票顶呱刮上
市十周年。2008 年，为迎接北京奥运会，

“奥运主题”顶呱刮在全国各地相继上市，
掀起了即开、即刮、即中的风潮。经过十
年的发展，玩顶呱刮已经成为彩友们茶余
饭后的一个娱乐项目。

2017 年，体彩顶呱刮的全年销量为
119.79 亿元。2017 年下半年，顶呱刮在推
出三款彩票“天下名钻”“20倍现金”“巧克
力”的同时，开展了“万根金条大派送”活
动，只要中 1000 元就送 8 克金条的低门槛
促销，在彩友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2018 年，体彩顶呱刮将推出哪些票面

新颖、好玩、有趣的新票种？将开展哪些
惠民的促销活动？值得期待。

体彩大乐透派奖
令人浮想联翩

一年一度的体彩大乐透派奖活动，
已经成为大乐透粉丝们的“狂欢节”。
2016年、2017年，体彩大乐透连续两年开
展“5亿元大派奖”活动，让无数彩友收获
了派奖的实惠，享受到了中奖的乐趣。

2018 年，体彩大乐透的派奖季将于
何时开始？形式是怎样的？届时派奖力
度是否会超往年？一系列的问题，令人
浮想联翩。

数据统计，以体彩大乐透和高频游
戏为主打的乐透型彩票，2017 年销量为
1048.61亿元。

就高频游戏而言，2017年，全国各地
陆续推出 11选 5之乐选玩法，四川金 7乐
则推出了“金选二”新打法。与此同时，
高频游戏促销活动贯穿全年。

2018 年的第一天，山东体彩便针对
11选 5推出 4000万元大派奖活动。接下
来，高频游戏将有何新动作，各地的促销
派送活动是否更加给力？同样值得期
待。

2018年
体彩将更加好玩

展望 2018 年，中国体育彩票将继续
围绕做负责任、可信赖、健康持续发展
的国家公益彩票的发展目标，以依法治
彩为前提，以体彩精神为引领，以开拓
创新为动力，以协同发展为保障，推动
公益事业发展，为构建公共体育服务体
系，助力健康中国战略，建设体育强国
贡献力量。

2018 年，公益当先，体彩将更加好
玩。公益体彩，我们一起上场！

公益当先！我们一起上场
展望体彩2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