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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联网体育彩票“排列五”

开奖日期：2018年8月19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9816748元
本期开奖号码：7 9 1 2 7

本期中奖情况(第18224期）

奖等

一等奖

254981764.46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8年10月18日

中奖注数

35注

每注奖金

100000元

应派奖金合计

3500000元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三（青海省）
第18224期开奖公告

开奖日期：2018年8月19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13864008元，本省（区、
市）销售金额：73668元
本期开奖号码：7 9 1

投注方式

直选

组选3

组选6

200866.92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8年10月18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全国中奖注数

1610注

0注

3569注

本地中奖注数

0注

0注

5注

单注奖金

1040元

346元

173元

★彩票开奖★

A11版

导
读

A10版

虚拟投注比例
利物浦备受追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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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10386776元
本期开奖号码：5 5 0 0 7 6 0

本期中奖情况（第18096期）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合计

17140456.67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8年10月18日

中奖注数

0注

4注

115注

1487注

19901注

249267注

270774注

每注奖金
（元）

——

69801

1800

300

20

5

——

应派奖金
合计（元）

0

279204

207000

446100

398020

1246335

2576659

体彩大使感恩体彩
在参加雅加达亚运会的 845 名中国运

动员中，有 600余人是首次参加亚运会。派
出众多年轻运动员参赛，主要是为 2020 年
东京奥运会练兵。在 845名运动员中，获得
过奥运冠军的仅有 19 位，其中包括几位体
彩形象大使，他们是游泳运动员孙杨，跳水
选手施廷懋、陈艾森等。

孙杨是中国男子游泳队的领军人物，
曾多次获得奥运会冠军和世锦赛冠军，他
于 2012 年接受浙江省体彩中心聘请，担任
体彩形象大使，并表达了“感谢体育彩票
助我圆梦奥运”的感恩之情。他说：“能够
担任浙江体彩首任形象大使，我真的非常
开心，我一定好好努力，来回报中国体彩
对我、对浙江游泳队、对中国游泳队的关
心。”

施廷懋是跳水队的一名老队员，来自
重庆，早在 2011 年她便出任重庆体彩形象
大使。她曾表示：“要为健康重庆贡献自己
的一份力量，用优异的成绩回报山城人
民。”多年来，她实现了世界杯、世锦赛、奥
运会以及亚运会、全运会的个人大满贯，成
为中国跳水女队的领军人物，不断为重庆
人民争光添彩，回报广大彩民对体育事业
的支持。

跳水运动员陈艾森来自广东，曾获得
2016年里约奥运会和 2014年仁川亚运会金
牌，他于 2017年接受广东体彩聘请，担任体
彩形象大使。陈艾森表示，作为一名广东
本土运动员，我切身感受到了广东体育事
业的飞速进步离不开体育彩票的默默支
持，从资助国家队建设到高水平体育后备

人才培养，从国家队备战到扶持退役运动
员创业，从举办全国综合性运动会到器材
购置维护等，可以说每一块奥运奖牌的背
后都有体育彩票坚持不懈的贡献。

体育彩票结缘亚运
从 1990 年亚运会首次在中国举行以

来，体育彩票一直为亚运会的举办和中国
选手的参赛提供有力支持。

1990 年，亚运会首次来到中国，当年 5
月 22 日，国家发行了 5 元面值的体育基金
奖 券 ，共 发 行 1000 万 张 ，设 10 个 特 等 奖
（每个奖金 5 万元）、20 个一等奖（各奖摩
托车一辆）、40 个二等奖（各奖彩色电视机
一台）以及四五等奖。体育基金奖券共销
售 4 亿元，有力地支持了北京亚运会的举
办。

2010年 11月，第 16届亚运会在广州举
行。国家体彩中心针对该届盛会发行了

“和谐亚洲”“亚运情怀”“新新亚运”“写意
岭南”等主题即开票。与 20 年前的北京亚
运会相比，此次发行的即开票从印刷、玩
法，到设奖等方面均有大幅度的提高。

广州亚运会的许多场馆从建设到维
护，都有体彩公益金的投入。因大力支持
广州亚运会，广东省体彩中心受到相关部
门 的 表 彰 ，被 评 为“ 广 州 亚 运 会 先 进 集
体”。作为东道主，广州市体彩对亚运会的
支持可谓不遗余力。相关数据显示，仅
2009 年、2010 年，广州体彩就拿出 600 万元
公益金直接用于亚运会的筹办。此外，广
州市各级体彩公益金还大量用于亚运场馆
和运动队建设等方面，间接支持了亚运会
的筹办。广东体彩还开展了“体彩顶呱刮，

亚运添精彩”义卖活动，活动期间广东省销
售的亚运会主题即开票的省市两级发行费
（占销量的 2%），全部捐赠给亚组委。

目前，虽然雅加达亚运会刚刚开幕，但
是下届亚运会的举办地杭州早已开始了相
关的筹备活动，体彩公益金同样给予大力
支持。其中，新建的 5个场馆以及多个改扩
建场馆正在建设中，也都得到了体彩公益
金的支持。此外，浙江体彩还为众多与亚
运会有关的群体活动冠名。

公益金改善训练条件
除了用于场馆建设外，体彩公益金还

为广大运动员训练提供资金保障。据统
计，近 5年（2013年至 2017年），仅国家体育
总局本级彩票公益金用于支持竞技体育的
资金便超过 17 亿元，广泛用于高水平后备
人才培养、补助国家队训练、全国综合性运
动会、运动员创业扶持、国家队备战和参加
国际综合性运动会、国家队转训基地改善
条件等。

此外，各地也利用本级彩票公益金大
力支持竞技体育。以浙江为例，培养和造
就奥运冠军孙杨、叶诗文的浙江省竞技体
育大本营的浙江体育职业技术学院，近 10
亿元的建设资金全部来自体彩公益金；迁
建长兴训练基地的 9343 万元、黄龙体育中
心场馆改造的 1413 万元、建设黄龙体育中
心室内训练馆 7000 万元、建设千岛湖训练
基地游泳馆 1800万元等也全部来自体彩公
益金。

体彩公益金不断改善运动员的训练条
件，为他们在国际赛场上为国争光做好后
勤工作。

体彩形象大使出征雅加达

体彩助力中国健儿角逐亚运会

8月 26日，2018年海东沿黄河半程马拉
松将在青海省海东市化隆回族自治县群科新
区举行。赛前，本次赛事的合作伙伴青海省
体彩中心为参赛选手组织了一场“中国体育
彩票杯”海东沿黄河半程马拉松赛前训练营。

跑马拉松，需要专业指导。负责本次
培训的教练从业经历超过十年，具有中国

健美协会国家级健身指导员、GSSC 体能训
练师、JFS 关节功能认证、ZUMBA 国际认证
等资质。青海省体彩中心在维度健身生活
馆为本次比赛的参赛者提供大众体能健身
培训、运动康复理疗、体能教练培训，为参
赛者提供专业级的体能训练服务。

本次赛前训练营的规模为 50人。课程

通过关节功能筛查、体态评估、体能测试，让
参赛选手对自己的身体水平有全面的了解，
根据科学的周期性训练计划安排，为每个人
提供一套专属的训练计划及饮食建议。

本训练营免收报名费，并为所有参与
者和工作人员购买活动期间的人身意外伤
害保险。 （宗合）

海东半程马拉松临近

青海体彩举办赛前训练营

◆省市专递

8月 18日，体彩大乐透第 18096期前区
开出号码 13、14、20、28、34，后区开出号码
06、10。本期全国共销售 2.24亿元，为社会
筹集彩票公益金 8099万元。全国共中出 3
注头奖，其中 1 注为 1600 万元（含 600 万元
追加奖金）追加投注头奖，出自海南；2注为
1000万元基本投注头奖，分落江苏和河南。

数据显示，海南中出的 1600 万元头奖
出自海口，中奖彩票为一张 8+2 复式追加
票，投入 168元，单票擒奖 1612万元。

江苏中出的 1000 万元头奖出自连云
港，中奖彩票为一张 5 注 10 元投入的单式
票。

河南中出的 1000 万元头奖出自开封，
中奖彩票为一张“前区 3胆全拖+后区 2”的
胆拖票，投入 992元，单票擒奖 1037万元。

二等奖开出 67 注，每注奖金为 13.72
万余元；其中 38 注采用追加投注，每注多
得奖金 8.23 万余元。追加后，二等奖单注
总奖金为 21.96 万元。三等奖开出 804 注，
每注奖金为 4810 元；其中 321 注采用追加
投注，每注多得奖金 2886 元。追加后，三
等奖单注总奖金为 7696元。

奖号方面，前区 13、14、20、28、34分布
较为零散，开出了 0 号段外的号码。最小
号码开出 1 号段上的 13，该号与 14 以连号

形式开出；14复制上期（第 18095期）奖号，
该号于最近 5 期之内开出了 3 次，大热；2
号段上开出 20、28，最大号码开出 3号段上
的 34，该号为隔期开出号码。

后区开出 06、10 一小一大号码，其中
10 为隔期开出号码，该号于最近 5 期之内
开出 3次，大热。

冷号方面，截至目前，后区的 02 已有
23期没有露面，稍冷。

奖池方面，本期开奖结束后，63.19 亿
元滚存至 8 月 20 日（周一）开奖的第 18097
期，这一水位较上期微涨，继续处在历史高
位。

1注1600万元+2注1000万元 奖池滚存63.19亿元

大乐透单期筹集公益金8099万元

8 月 18 日，第十八届亚运会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开幕，中国代表团派出 845 名
运动员参赛，其中包括孙杨、施廷懋、陈艾森等奥运冠军，他们同时也担任着体彩形象大
使的重任。从 1990 年北京亚运会发行体彩奖券，到 2010 年全面助力广州亚运会，再到
即将于 2022 年在杭州举行的亚运会，都得到或正在得到体彩公益金的大力支持。体彩
公益金为竞技体育助力，助中国健儿不断攀登高峰、创造佳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