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彩票开奖★

全国联网体育彩票“排列五”

开奖日期：2018年6月21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9647964元
本期开奖号码：3 0 2 5 7

本期中奖情况(第18165期）

奖等

一等奖

246226537.06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8年8月20日

中奖注数

29注

每注奖金

100000元

应派奖金合计

2900000元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三（青海省）
第18165期开奖公告

开奖日期：2018年6月21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14504856元，本省（区、
市）销售金额：76186元
本期开奖号码：3 0 2

投注方式

直选

组选3

组选6

318231.92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8年8月20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全国中奖注数

3702注

0注

5958注

本地中奖注数

7注

0注

13注

单注奖金

1040元

346元

17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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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体育局

西 海 都 市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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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杯竞彩投注技巧
基本面分析的切入点

尊敬的青海体彩业主、销售员：
您好！
四年一届的世界杯不仅是广大球迷

的狂欢节，也是中国体育彩票彩友的狂欢
节。在一个个有世界杯赛事的晚上，体彩
销售网点灯火通明。广大体彩业主、销售
员工作有条不紊，不辞辛苦、挥洒汗水、坚

守岗位，大幅延长竞彩足球游戏销售时
间，不仅保证了球迷和彩友们有充足的购
彩时间，更重要的是传播了体彩文化，使
体彩公益形象深入人心，确保了竞彩销售
工作安全、有序、高效开展。这些成绩，离
不开你们的辛勤耕耘、艰苦奋斗与默默奉
献！青海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向你们表

示衷心的感谢和真诚的慰问：你们辛苦
了！

世界杯赛事正在如火如荼进行。随
着天气炎热、销售时间和店内流水增加，
世界杯也成为问题多发时节。值此之际，
青海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温馨提示：请体
彩业主、销售员要提高安全意识，防患于

未然。做好防火、防盗、防抢、防骗、防暴
等防护措施，注意人身、财产安全，防止危
险发生。杜绝一切非法彩票进入体彩销
售网点，禁止赊销彩票，确保青海体彩安
全运营。

如有情况，请及时向专管员反映，或
向省中心反映。电话：0971—8180310。

致青海体彩业主的一封信

俄罗斯世界杯，中国不当看客。
世界杯期间，中国元素层出不穷——

开幕式上第一次出现六名中国旗手，比赛
用球全部产自中国广东，世界杯纪念币全
部由中国南京造币公司生产，俄罗斯所有
酒吧的小龙虾全部来自中国湖北，世界杯
门票被中国人买走四万三千张……

在体育营销方面，中国元素更是抢尽
风头。有统计称，品牌知名度每提高 1%，
需要花费约2000 万美元广告费，而借助重
大体育赛事营销，同样的花费可以将品牌
知名度提高 10%。本届世界杯赞助商名
单上，中国企业占了七席，将近总数的二
分之一。

在体育营销全球化大趋势下，中国体
育彩票也借助世界杯这一东风擂响了战
鼓，深度打造着公益体彩的品牌形象。在
本届世界杯比赛入场仪式中的球童中，会
陆续出现一些中国少年的身影，这些少年
来自由中国体育彩票参与发起的“谁是球
王”校园足球大赛。他们在世界杯赛场上
的亮相，是中国体育彩票公益成果的一次
展现。

在体育彩票的世界杯战役中，竞彩的
品牌价值得到了重点提升，其知名度和美
誉度扶摇直上。

2010 年南非世界杯期间，刚刚上市
一年的竞彩销量便达 13.5 亿元，令彩市
侧目。2014 年巴西世界杯期间，竞彩销
量飙升至 129.21 亿元，比南非世界杯增
长近 10 倍。

2018 年，俄罗斯世界杯开踢不到一
周，竞彩的利好消息已如同雪片般飞来。
6 月 15 日、16 日、17 日，竞彩实现单日销量
历史纪录“三连破”，三天的单日销量分别
高达 16.76 亿元、20.78 亿元、23.18 亿元。
这三个单日销售数字，全部超过了2010 年
世界杯期间的竞彩整体销售额。

借助世界杯之机，竞彩游戏拉升品牌
形象和购彩群体内需，其意义并不仅限于
销量的突飞猛进。在推进体育彩票公益建
设以及丰富人民群众休闲娱乐文化方式等
层面，竞彩的世界杯之战同样战果显赫。
购彩者投注竞彩、足彩，不论投入多少，在
为自己赢得中奖机会的同时，还将分别为
公益事业作出18%、22%的贡献。在6月14
日至 7 月 15 日这一个月，看世界杯玩竞彩
必将成为很多人乐此不疲、其乐融融的时
尚生活方式，是一种难舍的生活情调。

近年来，媒体评论竞彩游戏在世界杯
年的表现时，经常用到“爆发式增长”。现
在看，“爆发”根本停不下来！

随着信息传播技术不断发展，体彩也在
不断增加开奖发布渠道。根据最新公布的信
息，体彩在网络、电视、广播、报纸四种媒介进
行开奖信息发布：

一、网络
（一）开奖直播渠道：中国体彩网、竞彩网、

人民网、新浪网、搜狐网、腾讯网、网易网、彩票
视讯（手机客户端）。播出时间20时30分。

（二）开奖号码和开奖公告发布渠道：中
国体彩网。开奖号码发布时间 20 时 45 分左
右，开奖公告发布时间 20时 56分左右。

二、电视
CCTV-2 财经频道《经济信息联播》，播出

时间 21时 10分左右，时长 30秒；
CCTV-12 社会与法频道，播出时间 21 时

39分，时长 2分 30秒。
三、广播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播出时

间 21时，时长 1分钟。
四、报纸
中国体育报、中国体彩报。
如今，体彩开奖信息发布渠道已实现从

电视、广播、报纸、网络、手机客户端的全覆
盖，保证了传播的最大化，覆盖了更多人群，
满足了购彩者收看的需要。

此外，开奖信息发布时效性也得到了提
高。人民网、中国体彩网、竞彩网、新浪网、搜
狐网、腾讯网等都在 20 时 30 分左右同步进行
体彩开奖网络直播。将体彩开奖过程公平、
公正、及时地展示给购彩者，是体彩阳光开奖
最为重要的一环，也是提升体彩的公益形象
及公信力的有力手段。

与时俱进
感受体彩开奖发布渠道的变化

对购彩者来说，及时获得彩票开奖信息是他们最为关注的焦点。自
中国体育彩票发行以来，国家体彩中心大力拓展发布渠道，方便购彩者
及时、准确、便捷地获取开奖信息。下面就让我们了解一下，近年来体
彩开奖信息发布渠道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2004年 5月 18日，体彩新玩法 7星彩
上市，标志着体彩实现全国统一开奖。为
了让购彩者第一时间通过电视了解开奖
信息，旅游卫视《天天体彩》每天 22 时首
播，次日 CCTV-5《早安中国》重播。为了
提高体彩公信力，2006 年 1 月 1 日起，体
彩开奖由原旅游卫视、山东卫视统一调整
至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播出。2010 年 1

月 1日起，还将开奖节目播出时间较往年
提前了一个小时，购彩者每天 21 时就可
以收看。

此外，针对广播听众，中央人民广播
电台《中国之声》每天 21时播出当天体彩
开奖结果。在平面媒体方面，购彩者可通
过《中国体育报》和《中国体彩报》查看体
彩开奖结果。

逐步增加多个发布渠道

随着互联网发展，信息传播越来越快，更
多人从网络上获取信息，2011年，中国网民数
量已突破 4.8亿。为了方便网民，2011年 4月 6
日，体彩在业内率先实现了开奖网络直播。购
彩者访问中国足彩在线、竞彩网、新浪彩票三
大网站的开奖直播页面，便可第一时间见证体
彩大奖的产生。2011 年 10 月 17 日，开奖网络
直播还实现了从“普清”向“标清”的跨越，可以
在直播中更加清楚地观看体彩开奖细节。

业内率先实现网络直播

体彩最新开奖信息发布全覆盖

相伴中国元素 体彩闪亮世界杯
●彩市新语

世界杯赛事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为
提升体育彩票认知度，提高体育彩票社会
形象，积极推进行业合作，6月 14日起，青
海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以助力世界杯为
主题，与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青
海润滑油销售分公司携手，在全省 116 个
青海省中石油体育彩票销售网点开展了

“青海体彩·中石油”助力世界杯联合促销
活动，回馈我省购彩者。

20 日下午，西宁市城中区南川东路 9
号的中石油（六一桥）加油站前人头攒动，
前来加油的车已经排到了马路上。原来
当天加油满 200 元就有体育彩票竞彩代
金券拿。不少司机朋友都在议论纷纷。

这是青海体彩为球迷朋友们送上的
加油送竞彩代金券。凡是在指定中石油
加油站加油满 200 元，即送 5 元体育彩票
竞彩代金券一张，每个加油站限送 200
张，送完为止。需要提醒的是，代金券是
有使用期限的，必须要在 2018 年 7 月 15
日前使用哦！

世界杯，一张竞彩代金券岂能止步！

必须送油卡呀！！！6 月 14 日至 7 月 15 日
期间，凡在中石油体彩网点购买体育彩票

“百步穿杨”主题即开票，并中得 100元奖
级，就送 100元中石油加油卡。

“确认过眼神”。球迷彩友们行动起
来吧！在为自己喜爱的球队加油鼓气的
同时不妨约上二三好友拿上青海体彩竞
彩代金券、加油卡！买上一张竞彩彩票，
享受中奖带来的乐趣，何乐而不为呢？

（苏仁君）

“青海体彩·中石油”助力世界杯送大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