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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联网体育彩票“排列五”

开奖日期：2018年7月11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9746158元
本期开奖号码：6 9 6 8 8

本期中奖情况(第18185期）

奖等

一等奖

246559207.90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8年9月10日

中奖注数

16注

每注奖金

100000元

应派奖金合计

1600000元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三（青海省）
第18185期开奖公告

开奖日期：2018年7月11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14532030元，本省（区、
市）销售金额：75964元
本期开奖号码：6 9 6

投注方式

直选

组选3

组选6

189575.16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8年9月10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全国中奖注数

6457注

6541注

0注

本地中奖注数

52注

15注

0注

单注奖金

1040元

346元

173元

A16版

导
读

A15版

排列五（三）
号码走势图

传统足彩晒单
厦门女彩友

单期揽奖521万元

★彩票开奖★

俄罗斯世界杯期间，前国脚杨晨、徐
阳担任央视解说嘉宾，为中国的电视观众
进行现场评述；刘越、张恩华等在后方演
播室，为大家带来战术解析。运动员的职
业生涯是短暂的，退役后做什么，是个问
题。

虽然目前中国足球的水平仍然不高，

但是在体彩公益金多年的大力支持下，校
园足球的覆盖面越来越广，参与的孩子越
来越多，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中。对于退役
的职业球员来说，可以发挥“余热”的地方
很多。

女足前国脚骆美红开起竞彩店，为彩
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努力提高销量的同

时，也为公益事业筹集到更多的彩票公益
金；更多的退役球员从事校园足球教学工
作，为孩子们提供更为专业的足球教学，让
更多孩子爱上足球。

也正是因为有了体育彩票、校园足球
这些平台，才能让退役球员们有了更多选
择，有了更多发挥余热的空间。

●短评 发挥余热

截至 7月 8日，世界杯期间竞猜型游戏
累计销售 384.66 亿元，筹集公益金达 69.59
亿元。其中，竞彩游戏销售 375.76亿元，传
统足彩销售 4.01 亿元，北京单场销售 4.87
亿元。随着世界杯进入淘汰赛，单场销售
纪录也被打破，7月 6日，乌拉圭VS法国的
四分之一决赛销量达 8.31亿元。

中国彩友青睐乌拉圭比赛
随着世界杯淘汰赛的深入进行，竞猜

场次大幅减少，但是赛事的精彩程度越来
越强，彩友们的竞猜更具针对性。在刚刚
过去的一周，竞彩单场销量排名前三位的
场次全部更新，其中 7月 6日进行的四分之
一决赛乌拉圭VS法国的比赛，创下单场销
量新纪录，达 8.31 亿元。此前的纪录由埃
及 VS 乌拉圭保持，为 7.23 亿元。看来，中
国彩友对有乌拉圭参与的比赛很感兴趣。

此外，单场销量排名第二、三位的比赛
是 7 月 6 日进行的巴西 VS 比利时和 7 月 7
日俄罗斯VS克罗地亚的比赛，分别为 7.49
亿元、7.47 亿元。可以预见，半决赛、决赛
场次的单场销量有望再创新高。（见表 1）

西藏彩友再次戴“帽”
要问全国彩友竞猜水平哪家强？非西

藏彩友莫属。在 6 月 14 日至 23 日的竞猜
中，他们已三次拔得头筹；在 6月 24日至 7
月 7日的竞猜中，他们又三次戴“帽”，两次
上演了“帽子戏法”。

6 月 28 日，小组赛第三轮，英格兰 VS
比利时，竞彩胜平负游戏销售 100 万张彩
票，选择比利时胜的中奖票数为 36 万张，
中奖率为 36%；中奖率最高的地区是西藏，
该地区中奖率 44.7%。

7 月 3 日，瑞典 VS 瑞士的八分之一决
赛，竞彩胜平负游戏销售 210张彩票，选择
瑞典胜的中奖票数为 88 万张，中奖率为
42%；中奖率最高的地区是西藏，该地区中
奖率为 49%。

7 月 6 日，乌拉圭 VS 法国的四分之一
决赛，竞彩胜平负游戏销售 350万张彩票，
选择法国胜的中奖票数为 180 万张，中奖
率为 51%；中奖率最高的地区是西藏，该地
区中奖率达 58%。至此，西藏地区的彩友
在世界杯期间完成了第二个“帽子戏法”。

从数据中可以看出，西藏地区彩友的
中奖率明显高于全国彩友的中奖率。还有
数据显示，西藏地区的彩友大部分选择在
晚上七八点购买彩票。

竞猜游戏迎来巅峰对决
截至发稿，俄罗斯世界杯仅剩最后四

场比赛，包括两场半决赛、一场三四名决
赛、一场冠亚军决赛。虽然可猜的比赛大
幅减少，也不是每天都有世界杯的比赛可
猜，但是世界杯的比赛越往后越精彩，尤其
是半决赛和冠亚军争夺战，历来都是竞猜
的重点场次。在本届世界杯之前，竞彩的
单场销量纪录由 2016 年法国欧洲杯决赛
（法国 VS 葡萄牙）保持，销量为 4.49 亿元；
日销量纪录由 2014 年巴西世界杯决赛日
保持，销量为 8.74亿元。

打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仅英格
兰和法国分别有过一次夺冠经历，距今分
别 52年和 20年。从某种程度上说，本届世
界杯是一届属于新人、新队的世界杯，是英
格兰或法国第二次捧杯，还是比利时、克罗
地亚首次夺冠，半决赛和决赛更加值得期
待，竞猜游戏也将迎来巅峰对决。

8.31亿元！单场销量再创新高

世界杯竞猜型游戏热卖384亿元

世界杯开始后，位于浙江嘉兴体育中
心的 534101 竞彩店热闹非凡、灯火通明。
该网点业主骆美红一边招待彩民看球，一
边帮助大家分析投注方案、一边快速地出
票。

该竞彩店于 2016 年 12 月 13 日开业。
业主骆美红是女足前国脚，曾经在江苏女
足和杭州西子女足踢过球。2004 年，22 岁
的骆美红被当时的主教练张海涛选入国家
队，后因伤落选雅典奥运会阵容。她说：

“很遗憾没能去踢奥运会，第二年我就决定
退役了。”

2016 年 9 月，骆美红递交了竞彩网点
申请表格。她说：“经营竞彩网点的初衷有
二，一是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延续我的职
业生涯，二是方便自己身边踢球的朋友一

起购彩。这样大家聚在一起聊球的机会更
多了。”

今 年 6 月 ，骆 美 红 带 着 儿 子 参 加 了
2018年浙江“中国体育彩票杯”亲子世界杯
足球赛嘉兴分站赛。

今年世界杯前夕，为了提高销量、服务
好彩民，在嘉兴体彩中心的支持下，骆美红
对竞彩店进行了世界杯主题装修。玻璃上
喷绘着梅西的彩图，店内布满阿根廷队的
旗帜、球衣和球员大幅图像。这一切只因
为她的双胞胎儿子喜欢梅西。

如此浓郁的主题元素，也吸引了一大
批铁粉到来。为了让大家更好地享受世界
杯，骆美红推出了看球活动，来店彩民球迷
不仅可以免费畅饮啤酒、饮料，还能免费享
用宵夜。此外，她还推出“助力世界杯 感
恩回馈”活动，世界杯期间只要在网点出票
每满 100 元就可以积一颗金豆，最高可以
得到 iPhoneX手机。

世界杯开赛以来，骆美红的竞彩店销售
势头越来越好。骆美红就像当年担纲女足
前锋一样，摧城拔寨，不断向新的高度冲击。

打造阿根廷主题店

她从职业球员转型竞彩业主她从职业球员转型竞彩业主

名次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对阵

乌拉圭VS法国

巴西VS比利时

俄罗斯VS克罗地亚

投注额

8.31亿

7.49亿

7.47亿

单场比赛销量TOP3

全国联网体育彩票“大乐透”

开奖日期：2018年7月11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200930992元
前区 07 16 24 26 31
后区 10 11

本期中奖情况(第18080期）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5956453500.72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8年9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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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注

2注

100注

45注

730注

300注

31168注

12174注

592125注

224665注

5617113注

每注奖金
（元）

7560939

4536563

79192

47515

4298

2578

200

100

10

5

5

应派奖金
合计（元）

45365634

9073126

7919200

2138175

3137540

773400

6233600

1217400

5921250

1123325

28085565

表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