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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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3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10474642元
本期开奖号码：2 3 8 9 6

本期中奖情况(第18065期）

奖等

一等奖

245808175.24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8年5月14日

中奖注数

26注

每注奖金

100000元

应派奖金合计

2600000元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三（青海省）
第18065期开奖公告

开奖日期：2018年3月13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14654902元，本省（区、
市）销售金额：77220元
本期开奖号码：2 3 8

投注方式

直选

组选3

组选6

176724.20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8年5月14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全国中奖注数

4911注

0注

12427注

本地中奖注数

29注

0注

35注

单注奖金

1040元

346元

173元

A15版

A16版

导
读

体彩大乐透
开奖号码分布图

距距20182018俄罗斯世界杯仅剩俄罗斯世界杯仅剩9292天天

全国联网体育彩票“七星彩”

开奖日期：2018年3月13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10922228元
本期开奖号码：9 8 1 9 8 6 7

本期中奖情况（第18028期）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合计

6769445.42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8年5月14日

中奖注数

0注

12注

163注

1835注

24200注

275182注

301392注

每注奖金
（元）

——

22067

1800

300

20

5

——

应派奖金
合计（元）

0

264804

293400

550500

484000

1375910

2968614

11选5投注技巧
用加减法杀号

5 月 15 日，首届中国彩票行业沙龙亚
太年会暨亚洲彩票论坛将在澳门威尼斯
人酒店开幕，论坛将举行为期 3 天的系列
活动。此次活动由中国内地最大的彩票
行业协会性质的中国彩票行业沙龙联合
亚洲乃至全球最负盛名的娱乐会展机构
亚 洲 国 际 娱 乐 展 （G2E Asia） 共 同 举
办，活动将开创亚太区域彩票合作发展
的新局面，并不断推动亚太地区彩票业
健康有序发展。

中国彩票行业沙龙自 2009年 8月 22日
在北京成立，至今已走过 9 年历程。在这

9 年中，中国彩票市场规模从 2009 年的
1325 亿元增长到 2017 年的 4266 亿元，涨
幅超过 3倍。

九层之台，起于累土。2018 年是贯彻
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改革开放
40周年，也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

“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在这
个开局之年，中国彩票如何做好筹谋将至
关重要。在新时代，中国新崛起背景之下，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
来最伟大的梦想，变革、责任、法治、创新、
绿色生态和公益理念将是中国彩票梦实现

的关键所在。
本次活动除邀请中国彩票行业沙龙成

员出席外，还将邀请来自澳大利亚、日本、韩
国、新加坡、美国、越南、柬埔寨、孟加拉等国
家和地区的彩票从业者、机构负责人、彩票
站点优秀经营者和专家学者共同参与。目
前，本次活动的报名已经正式启动（报名网
址:http://lotterymacau.eventdove.com）。

本次亚太年会及论坛演讲和讨论的主
题包括：责任彩票，彩票游戏设计与创新，
亚太彩票发展趋势，区块链在彩票领域的
应用，彩票法规完善等。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近两
万字的政府工作报告，谈及体育的内容多
达 5次。

群众关注的养老、就业、医疗等民生大
事，政府工作报告都提到。“民生”是五年来
政府工作报告不变的关键词。而作为国家
公益彩票，中国体育彩票秉承“来之于民，
用之于民”的发行宗旨，为社会公益事业和
体育事业作出的贡献日益凸显，筹集的体
彩公益金广泛用于社保、医疗、法律援助、
教育、全民健身、残疾人事业等与人民群众
息息相关的民生领域。

民生关键词：扶贫

报告提出：加大精准脱贫力度。今年
再减少农村贫困人口 1000万以上，完成易
地扶贫搬迁 280 万人；开展扶贫领域腐败
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改进考核监督方
式。

2018年，脱贫攻坚向纵深推进，政府工
作报告中提到的“中央财政新增扶贫投入
及有关转移支付向深度贫困地区倾斜”在
彩票公益金的使用方面有明确显示。从
2005 年开始，以体育彩票公益金为重要组
成部分的中央彩票公益金，用于补充全国
社会保障基金以及广泛用于抗震救灾、农
村医疗救助、城市医疗救助、教育助学、未
成年人校外教育事业、残疾人事业、红十字
事业、文化、扶贫、法律援助、农村贫困母亲

“两癌”救助、赣南等原中央苏区社会公益
事业建设等多个社会公益事业。

《2018 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安排使
用计划》在 2017 年年底公布。为做好民生
保障工作，财政部会同民政部、住房城乡建
设部下发通知，提前下达 2018 年中央财政
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 9286407万元、医疗
救助补助资金 1078932万元、农村危房改造
补助资金 1859162万元，以及残疾人事业发
展补助资金 212646万元。关于资金使用用
途，通知明确，中央财政困难群众救助补助

专项用于低保、特困人员救助供养、临时救
助、孤儿基本生活保障及流浪乞讨人员救助
补助支出；中央财政农村危房改造补助用于
低保户、农村分散供养特困人员、贫困残疾
人家庭和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危房改造。

民生关键词：就业

报告提出：城镇新增就业 1100 万人以
上，城镇调查失业率 5.5%以内，城镇登记失
业率 4.5%以内。城镇调查失业率涵盖农民
工等城镇常住人口，今年首次把这一指标
作为预期目标，以更全面反映就业状况，更
好体现共享发展要求。

体彩发行 20多年来，为我国体育事业、
公益事业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卓有成效
的贡献。随着体育彩票销售规模的不断扩
大，目前全国约有 13万销售终端，直接为社
会提供了约 50万个就业岗位。体育彩票上
市之初，尤其是电脑型彩票开售之际，推出了
面向下岗、无业人员、残疾人士的优惠政策，
帮助众多下岗待业人员再就业。体彩，为他
们的生活开启了一扇门，带来新的希望。

民生关键词：养老

报告提出：深化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建
立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
度；继续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和城乡
居民基础养老金。

作为国家公益彩票，体彩在为人们提
供游戏趣味和幸运大奖的同时，早已成为
公益事业的助推器。关爱老年人，公益体
彩一直在行动。

以体彩公益金为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央
专项彩票公益金在养老服务项目每年有大
量的支出。早在 2014 年，河南省政府就曾
出台“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意见”，
意见指出，到 2020年，全省养老机构实现平
均每千名老年人不少于 35 张床位，还提出
建立政府购买养老服务制度。以体彩公益
金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彩票公益金 50%以上
用于支持养老服务业。

2015 年，中国红十字会实施中央专项
彩票公益金支持失能老人养老服务项目落
户河北石家庄，价值 440万元物品用于资助
河北养老服务项目。此项目通过养老机构
网上申报、省市县三级红十字会审核、事业
发展中心实地抽查、专家评审委员会评定
并公示拟受资助名单、公开招标采购等环
节实施，最终确定河北 22 家受助养老机
构，按照养老项目相关资助协议，每个受助
养老机构将获得价值 20万元的养老设备和
物资资助，资助设备和物资包括专业护理
床、轮椅、电动康复机等四类十六项，由养
老机构根据需要自主选择。

民生关键词：医疗

报告提出：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协
调推进医疗价格、人事薪酬、药品流通、医
保支付改革；提高基本医保和大病保险保
障水平，居民基本医保人均财政补助标准
再增加 40元，一半用于大病医保。

近年来发布的《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
安排使用计划》中，用于教育和医疗方面的
支出逐年增加。2018 年，中央财政医疗救
助补助资金中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952929万
元、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 126003 万元。据
了解，该项资金救助对象为在中国境内发
生急重危伤病、需要急救但身份不明确或
无力支付相应费用的患者。残疾人事业发
展补助资金中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88908 万
元，统筹用于残疾人康复、农村贫困残疾人
实用技术培训等方面支出中央专项彩票公
益金 123738 万元，统筹用于残疾儿童康复
救助、残疾人康复和托养机构设备补贴、残
疾人助学等方面支出。

通知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尽快
盘活中央财政困难群众救助补助、医疗救
助补助、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存量资金，加
大消化结余力度，加快预算执行，进一步提
高资金使用效益。

来之于民，用之于民，公益体彩惠民
生。

透过两会民生关键词看体彩公益

3 月 12 日，体彩大乐透第 18028 期前
区开出号码 04、19、25、30、35，后区开
出 04、07。本期全国中出 1 注头奖，奖金
为 1000万元，被来自河南的幸运购彩者收
入囊中。

1000 万元头奖花落信阳市一网点，中
奖彩票为一张 10+2 复式票，单票擒奖 1016
万元。稍显遗憾的是，由于没有采用追加
投注，该幸运儿少拿了 600 万元追加奖金，
从而无缘单个 1600万元封顶大奖。

本期二、三等奖的奖金成色不错。二
等奖中出 60 注，每注奖金为 17.53 万元；其

中 14注采用追加投注，每注多得奖金 10.52
万元。追加后，二等奖单个总奖金为 28.05
万 元 。 三 等 奖 中 出 687 注 ，每 注 奖 金 为
5670 元；其中 226 注，每注多得奖金 3402
元。追加后，三等奖单个总奖金为 9072元。

奖号方面，前区 04、19、25、30、35 的分
布较为零散，各个号段均有号码中出。最
小号码开出 04，该号为隔期开出号码；1 号
段上开出 19；2 号段上开出 25；3 号段上开
出 30、35；30 为隔期开出号码，该号于最近
5期之内中出 3期，大热；最大号码中出 35。

后区开出 04、07。04复制上期奖号，该

号于最近 5 期之内开出 3 次，大热；07 同样
是近期热号，于最近 5期之内开出 3次。

冷号方面，截至目前，前区的 27 已有
26期没有开出，正持续走冷。

本期开奖结束后，51.25 亿元滚存至 3
月 14 日（周三）开奖的第 18029 期，这一水
位较上期继续攀升，首次突破 51 亿元大
关，再创历史新高。

据统计，最近 5 期，体彩大乐透已连续
累计中出 12 注头奖，清一色均为千万元级
别大奖，包括 10 注 1000 万元基本投注头
奖、2注 1600万元追加投注头奖。

体彩大乐透奖池升至51.25亿元
河南购彩者中 1注 1000万元

中国彩票沙龙年会将在澳门举行
报名已经开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