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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销售总额：640404元 中奖总金额：546534元

中国福利彩票3D开奖公告
第2018121期
中奖号码

7 6 1
青海省中奖情况：

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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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选 3

组选 6

包选三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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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全国开奖公告
第2018052期

中奖号码
红色球号码 蓝色球号码

03 05 06 09 15 32 14

全国本期销售总额：335132016元 青海省本期投注额：1576100元
奖池资金累计金额：1030470724元，滚入下期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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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奖结果

奖等 全国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青海省中奖注数

4注

104注

1307注

75100注

1449941注

8661105注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9373437元

210261元

3000元

200元

10 元

5 元

0注

0注

7注

352注

7072注

46896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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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庆祝五四青年节，弘扬五四爱
国主义精神，丰富青年职工业余文化
生活，激发青年职工队伍活力，增强团
队凝聚力，同时为加强我中心精神文
明建设，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
有纪律的员工队伍，5 月 4 日下午，青
海省福彩中心组织全体员工，在位于
西宁市人民公园-湟水公园-人民公园
后门的健身步道上，开展了一次主题
为“强青年体魄 展福彩风采”的徒步
穿越活动，全程共八公里。

活动当天风和日丽，全体员工近
50 人，准时来到集合地点。在安守山
副主任的一声号令下，大家精神抖擞
地向活动终点进发。活动途中，福彩
员工为保护公共环境，身体力行地倡
导着文明健康的公共行为，将食品包

装、矿泉水瓶等垃圾，放置在指定的垃
圾回收箱内。虽然路途较远，但大家
你追我赶，奋勇争先，整个穿越活动历
时近 2个小时，最终全体人员均按时到
达人民公园的终点处，中心领导对取
得名次的员工进行奖励，青年员工在
徒步之旅中，度过了一个愉快的五四
青年节。

此次活动的成功开展，提高全体
青年员工身体素质的同时，充分展示
了中心员工的昂扬激情和青春活力，
展现了“体能、智能、技能”全面发展的
基本素质和团队凝聚力，也彰显了福
彩人积极向上、快乐和谐、蓬勃进取的
精神风貌。在今后的工作中，福彩人
会以更饱满的精神状态，全身心投入，
用真情服务彩民朋友，为社会作贡献。

五月青春飞扬：青海福彩开展青年节徒步活动

众所周知，双色球的中奖难度不言
自明，很多新手想尝试又苦于没有头绪
怕交学费，小编今天介绍 8 种关于双色
球新手的初级实战攻略，希望对各位中
奖有所帮助。

随手机选法 运气永远是最说不清
道不明的，在双色球上更是如此。有时，
只是随便机选几注，甚至复式机选，说不
定命中注定的大奖就已经悄然来临。

自选投注法 先查看近期历史中奖
号码，筛选出中意的号码，将红球每选出
6个号码组成一组，同时也多选出几个蓝
球备用，相互交叉搭配进行投注。

胆拖投注法 如果红球中有几个号
码是令你心仪的，请紧紧抓住将它们作

“胆”，然后再选若干个可能出现的号码
作“拖”，蓝球号码选好后，只要你选的红
球给力，“胆拖”这把锋利的武器就会帮
你“拖”回大奖。

复式投注法 复式投注就好比是
“撒网捕鱼”，可分为小复式、中复式和大
复式三种，或者分为红复式、蓝复式和全
复式三种。彩民朋友可根据自己的经济
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投注方法。

机选加自选法 这个方法与胆拖投
注有一定相似之处，即先机选出 1 注号
码，然后将其中个人不中意的号码手动
删除，换上自己选出的心仪号码。据说，
70%以上的双色球大奖得主，最喜欢采
用这种方法压中奖号。

固定号码投注法 可以采用“守株
待兔”的方法，按号码的普遍前后区分布
规律选定 5注号码，期期进行守号投注，
以不变应万变，总有一期幸运会降临在
你身上。

多倍投注法 选定一组投注号码
后，采用同号多倍的方法进行投注，如果
足够幸运的话，双色球的奖池将被你一
次掏空。 （来源：福彩双色球微信官网）

带新手上车的
入门投注方式

全国即开型福利彩票新游戏征订及
未来发展趋势座谈会在成都召开。会上
来自全国的福彩行业专家共同探讨了未
来乃至今后福利彩票的发展趋势，特别
是即开票的发展趋势，共同谋划彩票事
业美好的明天，我省就我国福利彩票的
发展趋势分析了以下几点粗浅的意见仅
供参考。

一、游戏设计多样化的前提下可否依
据具体票种设计具体返奖比例，彩民需要
玩法多样、返奖多样的即开票

目前即开票的游戏设计品种多样，但
是返奖为固定模式，能否设计短周期与长
周期两种票种，短周期票种依据市场情况
设定几个档次返奖，也可依据每省具体情
况或针对一个具体活动来选择具体的返奖
奖组。

二、如何加强彩票与彩民的黏合度，市
场调研彩民需求

目前市场上电脑型彩票与彩民的黏合
度较好，其主要原因应该是电脑彩票游戏
架构相对合理，那即开票是否可以借鉴
大、中、小奖组多设置几款，或请专家依
据市场调研情况分析数据从奖组规模、游
戏娱乐性、文化性 （套票）、游戏系列品
种 （人物、名胜古迹等） 或紧跟时代将一
些具有时代性的涉及政治、生态、文化等
领域发行时效性即开票，如邮票发行就具
备此特点。从多方面开发设计奖组奖级及
票面，来增加黏合度。

另外培养购买习惯也很重要。目前
可能就双色球与 3D 两款游戏达到了此效
果。如培养刮刮乐的购买习惯，可能还
是要从拓宽销售渠道上下功夫，把那种

“强制植入”的效应放到即开票渠道建设
当中。即开票走进小商超、走进各加油
站、银行等各种营业场所，强制植入人
们视线在培养购买习惯上一定能起到非
常好的作用。除此之外发行机构还应通

过即开票 APP 推送宣传、新票种介绍及
每天签到等系列活动刺激彩民培养购买
习惯。这种强制植入后问题就来了，我
们 发 行 机 构 需 有 一 套 完 整 的 配 送 结 算
链，解决尾票处理繁琐的资金结算复杂
等问题，解决了这些问题才能实现黏合
度的无缝黏合。

常规销售渠道已无法满足彩民购买即
开票习惯的需求，随着购买乐趣的转移，
手机即开票一定是未来发展的前景，与传
统线下销售渠道匹配满足多年龄阶层彩民
需求的同时起到黏合的效果。

三、彩票作为国家筹集闲散资金的同
时，彩票机构应时刻履行应有的社会责任，
目前彩票市场大环境的运行不畅导致彩民
日益增长的对彩票精神文化的需求得不到
满足

彩票发行机构应履行好社会责任，坚
持彩票自主购买原则、坚持彩票发行公
平公正原则、坚持彩票发展适度原则、坚
持彩票公益金分配正义透明原则，营造
健康良性的运营市场，把握新时代彩票
事业发展的正确方向，引领彩票市场有
序发展。重视彩票的社会责任是我们彩
票事业发展的基石这方面，挪威国家彩
票做得较好，他们不仅完美承担了彩票
社会责任，而且以市场驱动的业务模式
也取得了成功，公司的社会责任、责任
博彩和以增长为中心的可持续业务模式
不仅不矛盾而且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为
所有利益方创造出最佳的结果这方面值
得我们借鉴学习。

目前，我国彩票市场外部环境运行不
畅，随着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彩民
对彩票的精神追求也随之提高，对发行机
构的要求高对彩票公益金的使用关注度更
高，目前发行机构的运行模式无法真正掌
握本省大部分公益金的使用情况，具体使
用的单位又不实时报道。发行机构这边又

不停地报道销售了多少多少彩票，筹集了
多少多少公益金，数目确实都很大，这中
间矛盾就产生了，质疑声一片。“收支两
条线”管理会有利有弊。但经常产生负面
问题，国外彩票就有“一条线”管理制
度，比如发行机构可以发行销售专款专
用的主题彩票募集公益金由彩票机构直
接拨给环保、赈灾等专业机构，这些机
构反过来会感谢和支持彩票机构甚至帮
助它宣传，而彩票机构也可实时报道宣
传公益金去向，而彩民在购买时已明确
知晓彩票公益金的去处与用途，即便没
中奖，也知道自己帮助了社会或其他受
助人群。因此谈彩票的发展前景不是一
个可以忽视的问题，营造一个良好市场
离不开一个良好的公益金宣传渠道与好
的发行管理渠道。

四、发展前景一定要与彩民的需求紧
密联系，脱离了彩民需求彩票发行机构谈
发展前景一定是脱离实际的。彩票发行前
景与彩票机构发展管理前景是密不可分
的，前景的谋划到具体实施之间的矛盾

新时代彩票发展依然要遵循科学发展
理念、安全发展理念、和谐发展理念、创
新发展理念。彩票科学发展的核心问题是
把握好彩票发展的度，适度有益过度有
害。市场发展如何把握好这个度，在推动
彩票事业发展的同时，既要做到统筹兼顾
又要做到科学发展，与国民经济发展保持
一致的速度与规模。

加快彩票管理体制改革，对彩票管理
体制进行总体设计，各省彩票机构多少存
在体制机制不畅，市场行为、行政管理模
式。销售机构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作保
障，许多行政管理与市场运行规律相悖的
尴尬局面。因此宏观的发展远景的谋划恐
怕离不开对现行模式根本上的改变，只有
打破现行的管理模式，彩票行业才能破茧
而出，才能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浅析彩民日益增长的需求
与彩票市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