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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联网体育彩票“排列五”

开奖日期：2018年8月10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11454826元
本期开奖号码：9 3 9 4 3

本期中奖情况(第18215期）

奖等

一等奖

249604824.12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8年10月9日

中奖注数

48注

每注奖金

100000元

应派奖金合计

4800000元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三（青海省）
第18215期开奖公告

开奖日期：2018年8月10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15018722元，本省（区、
市）销售金额：80956元
本期开奖号码：9 3 9

投注方式

直选

组选3

组选6

79069.44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8年10月9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全国中奖注数

2690注

3911注

0注

本地中奖注数

12注

7注

0注

单注奖金

1040元

346元

173元

★彩票开奖★

A12版

导
读

A11版

四位体彩销售者
演绎敬业与诚信

体彩大乐透
开奖号码分布图

全国联网体育彩票“七星彩”

开奖日期：2018年8月10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13425640元
本期开奖号码：9 7 5 2 5 9 1

本期中奖情况（第18092期）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合计

11369601.44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8年10月9日

中奖注数

0注

3注

152注

2284注

26778注

327193注

356410注

每注奖金
（元）

——

114941

1800

300

20

5

---

应派奖金
合计（元）

0

344823

273600

685200

535560

1635965

3475148

即日起至 8 月 31 日，青海
省体彩中心举办刮“环青海湖
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十五周年
即开型体育彩票”赠票活动。
刮 中 100 元 奖 级 者 ，赠 票 50
元。

活动期间，购彩者在青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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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张彩票中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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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
价值 50元。

●省市专递

中100元送50元

青海体彩推出
顶呱刮赠票活动

今年 8月 8日是我国第十个“全民健身
日”，为全面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倡导
文明健康生活方式，促进全民健身与全民
健康深度融合，中国体育彩票创新组织了
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全民健身活动，掀起
全民健身热潮。由中国体育彩票发起的全
民健身达人秀《球球你，动出彩》和“寻找
最美健身达人”成为国家体育总局全民健
身日系列活动中的时尚创新活动，全民健
身主题即开票的发布则解锁了全民健身新
方式，让全民健身、全民公益和体育彩票深
度融合。

体育明星加盟 打造全民健身达人秀

《球球你，动出彩》于 8 月 8 日在芒果
TV上线，这档由中国体育彩票发起的全民
健身达人秀节目共有 4 期，每期参与的世
界冠军将各自率队带领几位运动达人完成
游戏挑战，最终获胜的一组将与中国体育
彩票一起捐赠公益项目，共同助力全民健
身。

冰上金童玉女韩天宇刘秋宏夫妇、跳
水伉俪秦凯何姿夫妇、击剑男神雷声和仲
满、平昌冬奥会唯一金牌得主武大靖、游泳
天才少女叶诗文等鼎力加盟，为了荣誉，更
为了公益。韩天宇说：“获胜队伍会将体彩
捐赠的体育器材装备送给需要的人。作为
一名短道速滑运动员，为推广全民健身做
一点贡献，是我的义务，也是我的荣幸。”

作为《球球你，动出彩》的线上活动，
“全民健身争做达人 助力公益为爱加油”
活动也正火热进行中。只要上传自己的运
动照，邀请亲友点赞，就可以转化为能量
值，由中国体育彩票为希望小学捐出足球、
羽毛球拍、乒乓球台等体育器材。

作为“全民健身计划”实施的有力支持
者，中国体育彩票筹集的体彩公益金在体
育场馆建设、全民健身路径设施建造、体育
公园建设、健身广场更新完善、全民健身活
动开展、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体育基层活
动组织建设等多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
用，为群众提供了免费、方便、实用的健身
活动器材和场所。

重温广播体操 寻找最美健身达人

8 月 4 日至 12 日，中国体育彩票、全国
党媒信息公共平台联合抖音、新浪微博共
同发起“寻找最美健身达人”活动，中国体
育彩票官方抖音号“乐动体彩”已发起#那
些年，你跳过的广播操#挑战，新浪微博@
公益体彩发起超级话题#那些年，你跳过的

广播操#。短道速滑名将韩天宇、长腿逆天
的击剑世界冠军雷声、仲满，还有国家射击
队射箭队的神射手们、北京体育大学艺术
体操队的美女运动员们……众多运动达
人，带大家一起重温那些年跳过的广播操。

此次“寻找最美健身达人”活动，意在
调动年轻群体的健身热情，以参与门槛较
低、时代感较强的广播体操运动为主要展
示、推广项目，借助知名运动员的影响力和
富于创意的互动形式，通过以短视频为主
的互联网媒体传播方式，吸引社会大众广
泛参与。

中国体育彩票发行 24 年来，已筹集超
过 4300 亿元的公益金，为全民健身计划的
实施提供了资金保障。数据显示，“十三
五”期间，国家体育总局本级体彩公益金
中，仅用于实施群众体育工作的金额就有
望超过 120亿元，而在 2017年，用于支持群
众体育工作的公益金就达 20.39 亿元,占比
高达 76.88%。

即开新票上市 解锁健身新方式

今年是国务院设立全民健身日第十
年，也是体彩即开型彩票顶呱刮面市十周
年。为配合第十个全民健身日，“全民健身
日”“五禽戏”“爱跑”三款围绕全民健身主
题设计的即开型体育彩票正式发行销售。
其中，“全民健身日”选取了全民健身日的

日期及群众运动场景跑道为创意；“五禽
戏”和“爱跑”分别以中国传统健身形式和
跑步运动为主题设计。这三款票既展示了
传统养生功法、当下时尚运动，也传承了奥
运精神，激发了健身热情。

国家体彩中心与北体大出版社深度
合作，开展“刮全民健身票，看体彩大讲
堂”活动，围绕全民健身项目和全民健身
系列主题票录制了运动教学视频。购彩
者可通过中国体育彩票官方 APP，扫描
全民健身系列主题票上的活动二维码，
可观看全民健身器材使用方法、五禽戏
和跑步教学等视频，获取科学运动及健
身知识。此次活动借助体彩即开票传递
了体彩公益正能量，解锁了健身新方式，
让全民健身、全民公益、体育彩票深度融
合。

“刮全民健身票，看体彩大讲堂”活动，
将公益、健康、欢乐巧妙融合，传播公益体
彩文化，希望更多人了解公益体彩，发现身
边的体彩公益，和体彩一起动起来，动出属
于自己的色彩，拥抱更加健康美好的新生
活。

中国体育彩票正在用公益的力量营造
浓郁的健身氛围，号召身边的你我他行动
起来，人人健身、天天健身、科学健身、快
乐健身。就让我们追随公益体彩的脚步，
一起行动起来吧！

新时代 动出彩

体彩花式创新助力全民健身

《球球你，动出彩》录制现场

8 月 8 日，体彩大乐透第 18092 期前区开
出号码 05、07、14、18、19；后区开出号码 04、
10。本期全国仅中出 1 注头奖，奖金为 1000
万元，落户河北。

数据显示，河北中出的 1000 万元头奖出
自保定，中奖彩票为一张前区 4胆 16拖+后区
2的胆拖票，投入 32元，共中出一等奖 1注、三
等奖 15注，合计收获奖金 1006万元。

稍显遗憾的是，由于未采用追加投注，该
幸运儿在头奖方面要少拿了 600 万元追加奖
金，从而无缘单个 1600万元封顶大奖。

二等奖开出 61注，每注奖金为 13.87万元；
其中 21注采用追加投注，每注多得奖金 8.32万
元。追加后，二等奖单注总奖金为 22.19 万
元。三等奖开出 744 注，每注奖金为 4263 元；
其中 312注采用追加投注，每注多得奖金 2557
元。追加后，三等奖单注总奖金为6820元。

奖号方面，本期前区奖号 05、07、14、18、
19 集中分布在小号区间，一改以往大号密集

的态势，2号段、3号段上号码集体隐身。最小
号码开出 05，该号为此前曾有 19 期没有露
面；0 号段上还开出了 07；1 号段上开出 14、
18、19三个号码；18、19以连号形式开出；最大
号码开出 19。

后区开出 04、10 一小一大号码，其中 04
为隔期开出号码。最近 5期，后区奖号的大小
号码数量比 5比 5，持平。

冷号方面，截至目前，前区和后区均没有
超过 20期没有露面的号码存在。

奖池方面，本期开奖结束后，62.71亿元滚
存至 8月 11日（周六）开奖的第 18093期，这一
水位较上期继续攀升，再次刷新历史最高纪
录。据统计，本期已是大乐透奖池连续第 3期
超过 62亿元大关。

“2 元 可 中 1000 万 元 ，3 元 可 中 1600 万
元”，最近 4期，体彩大乐透连续累计开出 7注
头奖，包括 2 注 1600 万元和 5 注 1000 万元，清
一色为千万元头奖。

奖池62.71亿元创新高

体彩大乐透中出1注1000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