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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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3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8186834元
本期开奖号码：2 0 9 9 6

本期中奖情况(第18157期）

奖等

一等奖

232599143.76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8年8月13日

中奖注数

95注

每注奖金

100000元

应派奖金合计

9500000元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三（青海省）
第18157期开奖公告

开奖日期：2018年6月13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12781702元，本省（区、
市）销售金额：62894元
本期开奖号码：2 0 9

投注方式

直选

组选3

组选6

228034.08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8年8月13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全国中奖注数

6506注

0注

4576注

本地中奖注数

40注

0注

22注

单注奖金

1040元

346元

173元

排列五（三）
号码走势图

俄罗斯世界杯
赛程表

全国联网体育彩票“大乐透”

开奖日期：2018年6月13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196468042元
前区 08 12 16 26 33
后区 05 06

本期中奖情况(第18068期）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5874936454.44元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8年8月13日

基本

追加

基本

追加

基本

追加

基本

追加

基本

追加

中奖注数

2注

0注

72注

32注

576注

270注

31056注

13530注

607619注

260178注

5587995注

每注奖金
（元）

10000000

——

105371

63222

5063

3037

200

100

10

5

5

应派奖金
合计（元）

20000000

0

7586712

2023104

2916288

819990

6211200

1353000

6076190

1300890

27939975

在亿万球迷的翘首期盼中，2018 俄罗
斯世界杯终于来了！6 月 14 日至 7 月 15
日，第 21届足球世界杯在俄罗斯境内的 11
座城市点燃战火，32支国家队通过 64场比
赛，角逐象征世界足球最高荣誉奖的大力
神杯。为了迎接这场足球盛宴，中国体育
彩票准备了丰盛的竞猜大餐。自 2010 年
南非世界杯以来，体彩竞彩游戏已连续三
届开售世界杯赛事，那么今年的俄罗斯世
界杯又有哪些惊喜等待大家呢 ？

一场决胜，体验终极竞猜乐趣
2018世界杯不仅是全世界球迷的世界

杯，也是体彩玩家的世界杯。世界杯全部
64场比赛都将纳入竞彩足球游戏的竞猜对
象。其中，前两轮小组赛的 32 场比赛，在
世界杯开幕前一周起，即 6月 7日便可以进
行投注，第三轮小组赛将从 6 月 21 日起陆
续开始接受投注，在淘汰赛阶段，将在对阵
球队产生后第一时间开始接受投注。

竞彩足球单场胜平负上线以来收获广
大购彩者无数好评，2018年之夏，单场竞猜
与世界杯第一次不期而遇，两者究竟能碰
撞出怎样的火花，令人无比期待。根据销
售安排，本届世界杯全部 64场比赛均可进
行胜平负（或让球胜平负）单场投注，也可
进行总进球数、半全场胜平负、比分等玩法
的单场投注。单场竞猜将显著增加购彩者
中奖体验，尤其进入世界杯淘汰赛阶段，在

比赛数量减少、分量加重的时候，单场竞猜
将让购彩者尽享“一击制胜”的竞猜乐趣。

对于铁杆球迷来说，最关心的问题无
疑是大力神杯花落谁家，C罗、梅西和内马
尔谁会圆世界杯冠军梦？世界杯冠军、冠
亚军竞猜游戏是广大球迷支持自己喜爱球
队的直接途径。本届世界杯冠军、冠亚军
竞猜游戏已于今年 3 月 6 日世界杯开幕倒
计时 100 天之际提前开售，并将贯穿大赛
始终，与购彩者一起经历 64场跌宕起伏的
精彩赛事，见证王者的诞生。

6月期间，传统足彩共有 4期胜负游戏
（第 18075 期-18078 期））、9 期 6 场半全场
游戏（第 18075 期-18083 期）和 14 期 4 场进
球游戏（第 18075 期-18088 期）奖期含有世
界杯比赛，其中 14场胜负游戏第 18075期、
第 18076 期和第 18077 期全部由世界杯小
组赛组成，第 18078 期预计由世界杯与挪
超混搭组成；而 4 场进球彩、6 场半全场等
小盘玩法的赛程编排更加灵活，几乎不需
要与其他联赛进行混搭，让购彩者享受纯
粹的世界杯竞猜。

延时停售，尽享竞猜之夜
四年前的巴西世界杯让不少中国球迷

熬成了“熊猫眼”，而今年的东道主俄罗斯
与我们之间只有 5 个小时时差，本届世界
杯 64场比赛中有 36场在北京时间 23:00前
的黄金时段开赛，广大球迷终于盼来了“下

班看球”的幸福时光。
当然，本届杯赛仍有 28 场比赛在凌晨

2:00之后开赛，其中包括 4场 1/8决赛、2场
1/4决赛和 2场半决赛等重量级比赛。为了
方便广大购彩者投注，世界杯期间竞彩足
球游戏将大幅延后销售截止时间，直至当
晚最后一场世界杯比赛开始之前。25个比
赛日中的 22 天销售截止时间将在次日凌
晨 02:00，其中 6月 16日将延长至次日凌晨
3:00，陪伴广大球迷一起纵情享受狂欢之
夜。强强对话，熬夜也值！

竞猜世界杯，该你上场！
除了丰富的玩法和延长销售时间，中

国体育彩票还将为广大购彩者带来更多惊
喜。世界杯期间，遍布全国 400 多个主要
城市的十万多家体彩网点将用充满世界杯
元素的装扮迎接广大球迷朋友的到来，大
家可以在这里聚会、看球、玩彩，体验足球
赛事和竞猜游戏的双重欢乐。

“世界杯，该你上场”——中国体育彩
票在世界杯期间喊出这一口号，就是希望
通过世界杯与亿万球迷互动互联，点燃欢
乐能量。在与购彩者共享世界杯激情与热
力的同时，中国体育彩票也履行着国家公
益彩票的职能，每一注体彩竞猜游戏彩票
中，将有 18%-22%的资金用于社会公益事
业。激情世界杯，公益动起来。这个夏天，
来一场与 2018世界杯同步的竞猜狂欢吧！

世界杯竞猜盛宴开启：玩竞彩，该你上场！

开栏的话
看精彩赛事，品足球盛宴。四年一届的世界杯足球赛今日正式拉开大幕，2018 世界杯不仅是全世界球迷的世界杯，也

是体彩玩家的世界杯，世界杯全部64场比赛都将纳入竞彩足球游戏的竞猜对象。为了让各位彩友更好地感受世界杯激情
与热力，青海体彩将为大家带去更多关于足球彩票的相关知识、投注技巧，让你的世界杯记忆增添更多的乐趣，通过竞猜俄
罗斯世界杯 64 场比赛的赛果，让亿万球迷互动互联，点燃欢乐能量。本报自即日起在《青海体彩》专刊中开设“看世界杯
玩竞彩 更精彩”系列报道，以飨读者。

今日世界杯开赛，东道主俄罗斯对阵
沙特，世界杯前俄罗斯进行了两场热身
赛，分别 0 比 1 输给奥地利、1 比 1 战平土
耳其，至此俄罗斯在热身赛中已经连续 7
场不胜，糟糕的战绩也让他们在新一期
的国际足联排名中下降了 4位。

沙特阿拉伯世界杯前进行了三场热
身赛全败，分别 1比 2意大利、0比 3秘鲁、
1比 2德国队。

本场被誉为历届世界杯最弱的揭幕
战，两队在最新公布的国际足联排名中
位居本届世界杯的倒数两名，其中东道

主俄罗斯更是 32强中排名最低的。俄罗
斯近期热身赛连战不胜，相对低迷的状
态加上缺少实力派球星，出线前景多少
令人担忧，球队的底线是避免再现 2010
年世界杯东道主南非未能出线的尴尬，
为此小组赛对手设计、赛程安排都下足
了功夫。揭幕战对手沙特阿拉伯是 32强
中公认实力最弱的，作为欧洲球队，俄罗
斯毕竟各方面都占据一定优势，加上东
道主的便利，本场相信俄罗斯还是能够
力争一场开门红，只是以他们自身状态，
小胜的可能性更大。

世界杯开锣
俄罗斯力争开门红!

青海体彩“顶呱刮”福利驾到啦！为
回馈彩友们对“顶呱刮”长期的喜爱与支
持，2018 年 6 月-8 月期间，青海体彩将以
2018 年世界杯、第十七届环湖赛为契机，
为全省彩友送上福利。

惊喜贯穿两大环节！6 月 14 日-7 月
15日（世界杯）期间，凡在我省任一体彩销
售网点购买 20 元面值“7”，单张彩票中得
100 元奖级，可额外获赠价值 10 元竞彩足
球彩票一张。户外网点无法提供竞彩足
球彩票的，以一张 10元面值环青海湖国际

公路自行车赛·十五周年即开型体育彩票
代替。

还没完！7 月 18 日-8 月 31 日（环湖
赛）期间，凡在我省任一体彩网点购买 10
元面值环青海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十五
周年即开型体育彩票，单张中得 100 元奖
级，可额外获赠 10元面值环青海湖国际公
路自行车赛·十五周年即开型体育彩票五
张，价值 50元。

一大波惊喜为您而来！朋友们心动
吗？那就赶快行动吧！

喜迎世界杯 助力环湖赛

青海体彩“顶呱刮”惊喜驾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