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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联网体育彩票“排列五”

开奖日期：2018年9月6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10482936元
本期开奖号码：0 9 7 5 1

本期中奖情况(第18242期）

奖等

一等奖

235610344.68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8年11月5日

中奖注数

14注

每注奖金

100000元

应派奖金合计

1400000元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三（青海省）
第18242期开奖公告

开奖日期：2018年9月6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14325604元，本省（区、
市）销售金额：69858元
本期开奖号码：0 9 7

投注方式

直选

组选3

组选6

56602.12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8年11月5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全国中奖注数

3671注

0注

9575注

本地中奖注数

7注

0注

30注

单注奖金

1040元

346元

173元

A11版

导
读

A10版

体彩大乐透
投注技巧

排列五（三）
号码走势图

★彩票开奖★
在北京时间 9 月 8 日至 12 日进行的比

赛中，有 8场将开售胜平负单关固定奖，涉
及日乙、英甲。

日乙联赛比赛大多在白天时段进行，
具有时段优势，颇受彩友青睐。9 月 8 日 17
时，日乙第 32轮的一场焦点战将在福冈黄
蜂与松本山雅之间展开。两支球队都是升
级热门，福冈黄蜂虽然排名在松本山雅之
后，但在状态上强于对手，不过对前者不利
的是，他们近十次与后者交手仅有一场胜
绩。

同一时间，位列升级集团的东京绿茵与
横滨 FC狭路相逢。东京绿茵因拥有优秀的
青训系统而闻名，本赛季保留了前场三外
援，引进了林陵平和李荣值等好手，具备竞
争前六名的实力。横滨FC攻击力出众，客场
成绩骄人，挪威前锋拉贾卜和巴西前锋多明
格斯已经攻入 23球。2012年至今，东京绿茵
从未在主场战胜过横滨FC，但相较之下，前

者更具朝气，此番未必没有胜机。
9月 9日 17时，日乙领头羊町田泽维亚

将在主场迎战排名中游的水户蜀葵。町田
泽维亚近期状态大勇，近 8轮联赛取得 7胜
1 平的骄人战绩，而水户蜀葵近期状态虽
有回升，但与对手相比仍处于绝对弱势。在
主强客弱的格局下，町田泽维亚未获指数
足够支持，恐怕难以延续连胜势头。

福冈黄蜂与横滨 FC 将于 9 月 12 日 18
时进行第 26 轮补赛，同样也在胜平负“单
固”竞猜之列。

欧洲国家联赛大部分场次将于本周期
内进行，欧洲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顶级及
次级联赛休战，但英格兰第三级联赛英甲
仍将正常进行。9月 8日至 9日进行的英甲
比赛中，布里斯托尔流浪对阵普利茅斯、巴
恩斯利对阵沃尔索尔、桑德兰对阵福利特
伍德、牛津联对阵考文垂入选胜平负“单
固”赛程。

日乙英甲唱主角 胜平负“单固”猜8场

赛事类别

日乙

日乙

英甲

英甲

英甲

日乙

英甲

日乙

注以上信息仅供参考 以实际开售情况为准

主队

福冈黄蜂

东京绿茵

布里斯托尔流浪

巴恩斯利

桑德兰

町田泽维亚

牛津联

福冈黄蜂

客队

松本山雅

横滨FC

普利茅斯

沃尔索尔

福利特伍德

水户蜀葵

考文垂

横滨FC

比赛时间

9月8日17:00

9月8日17:00

9月8日20:30

9月8日22:00

9月8日22:00

9月9日17:00

9月9日19:00

9月12日18:00

胜平负单关固定奖暂定赛程（9月8日—12日）

9 月 5 日，体彩大乐透第 18104 期前区
开出号码 01、13、14、26、28，后区开出号码
07、11。本期全国共中出 1注头奖，单注奖
金为 1000万元，出自浙江。

数据显示，该注 1000 万元落于杭州一
网点，中奖彩票为一张 5 注 10 元投入的单
式票，其中 1 注号码击中头奖。稍显遗憾
的是，由于未采用追加投注，这位来自浙
江的幸运儿少拿了 600 万元追加奖金，从
而无缘 1600万元单注封顶头奖。

本期二、三等奖的单注奖金成色十
足。二等奖开出 40 注，每注奖金为 25.32

万元；其中 11 注采用追加投注，每注多得
奖金 15.19万元。追加后，二等奖单注总奖
金为 40.51万元。三等奖开出 517注，每注
奖金为 7217元；其中 198注采用追加投注，
每注多得奖金 4330元。追加后，三等奖单
注总奖金为 1.15万元。

奖号方面，前区01、13、14、26、28的分布
较为零散，开出了 3号段外的号码。最小号
码开出0号段上的01；1号段上开出13、14一
对连号组合；13为隔期开出号码，该号于最
近 6期之内开出 3次，较热；14复制上期（第
18103期）奖号，该号于最近 4期之内开出 3

次，大热；2号段上开出26、28，这两个号码双
双复制上期奖号；26于最近 5期之内开出 3
次，较热；最大号码开出28。

后区开出 07、11两个大号。最近 5期，
后区奖号的大小号码数量比为5比5，持平。

冷号方面，截至目前，前区的 04 已有
25期没有现身，正持续走冷。

奖池方面，本期开奖结束后，64.30 亿
元滚存至 9 月 8 日（周六）开奖的第 18105
期，这一水位较上期呈现上涨，是大乐透
奖池历史上首次突破 64亿元大关，再攀历
史新高。

大乐透奖池64.30亿元创新高

浙江彩友收获1注1000万元

近日，财政部、民政部、国家体育总局
公布关于修改《彩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的
决定。此次修改明确，擅自利用互联网销
售的福利彩票、体育彩票将被视为非法彩
票。对非法彩票的这一明确界定，将有力
地维护购彩者的合法权益，将彩票销售更
牢靠地维系于彩票制度之下。

2009 年 7 月，条例正式施行。2012 年 3
月，细则正式施行。在条例实施元年的
2009 年，全国彩票销售 1324 亿元，筹集公
益金 200 亿元。到 2017 年，全国彩票销售
4266 亿元，筹集公益金 1163 亿元——与
2009 年相比，彩票销量增长 222%，公益金
增长481%。

显而易见，近十年以来，我国彩票销售
规模和公益金筹集规模都取得了跨越性进
展，彩票发行和销售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
彩票市场和彩票生态也面临着新的机遇和
问题。在这种形势下，为巩固我国彩票事
业的良好势头，对条例及其细则进行修订、
调整和细化，非常有必要，有利于我国彩票
管理工作的进一步发展。

事实上，对于条例及其细则的解读，在
我国彩票业界从未停止。如今，将于 2018
年 10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的新版细则，对非
法彩票进行了明确界定。在众多解读中，
有观点指出，此次细则修改主要有三方面
的内容，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将“擅自利用
互联网销售的福利彩票、体育彩票”列为非
法彩票之一，这是我国彩票法规中首次将
违规互联网售彩明确定义为非法彩票。

对于购彩者来说，这一定义的重大意
义在于，它将进一步推进我国现行彩票销
售制度的规范性，切实维护彩民的合法权
益。它也向购彩者提出了一个要求——在
参与彩票活动、特别是购买彩票时，一定要

“守法”“守则”，一定要去合法的正规渠道
购买国家发行的福利彩票和体育彩票，以
切实保障自身利益不受损害。

那么，什么是合法的正规渠道？答案
是，合法的正规渠道是指具有彩票销售资
质的彩票实体销售网点、即开型彩票户外
销售场合，以及与彩票机构签订合作协议
的跨行业（如超市、银行、邮局等）销售渠道
等。请注意，相对于上述合法的正规渠道，
对于任何擅自利用互联网销售彩票的行
为，购彩者都应坚决说“不”。

对合法的说 YES，对非法的说 NO，是
此次修改《彩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带给全
国成千上万购彩者的核心提示和重要警
示。对此，彩民朋友们一定要走心，别不当
回事啊！

●彩市新语

“细则”修改
对彩民意味着什么

近日，财政部、民政部、国家体育总局
联合发布关于修改《彩票管理条例实施细
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的决定，新修
订的《实施细则》将于 2018 年 10 月 1 日起
正式施行。此次修订共涉及七项，其中对
于非法彩票有了更明确的认定，广大售彩
者和购彩者均需认清非法彩票，以免自己
的经济利益受到损失。

《实施细则》是根据《彩票管理条例》制
定，由财政部、民政部、国家体育总局于
2012年 1月 18日发布，自 2012年 3月 1日起
施行的。此次修订的《实施细则》，于 2018年
8月16日修订，10月1日起施行。

近年来，互联网技术发展迅速，对各行
各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彩票行业也不
例外，互联网技术对中国彩票行业的冲
击，与国外相比更为严重。近年来，擅自利
用互联网销售彩票的行为屡禁不止，私彩
也借机“搭车”，至今未能彻底禁止。

修订前的《实施细则》第七条包括四
点，修订后增加了一点：擅自利用互联网
销售的福利彩票、体育彩票。具体为：

第七条 条例第五条所称非法彩票，是
指违反条例规定以任何方式发行、销售以

下形式的彩票：
（一）未经国务院特许，擅自发行、销

售福利彩票、体育彩票之外的其他彩票；
（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擅自发

行、销售的境外彩票；
（三）未经财政部批准，擅自发行、销

售的福利彩票、体育彩票品种和彩票游
戏；

（四）未经彩票发行机构、彩票销售机
构委托，擅自销售的福利彩票、体育彩票。

（五）擅自利用互联网销售的福利彩
票、体育彩票。

县级以上财政部门、民政部门、体育行
政部门，以及彩票发行机构、彩票销售机
构，应当积极配合公安机关和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依法查处非法彩票，维护彩票市场
秩序。

其中，（五）是此次修订增加的内容。
今年 4 月 11 日，国家体彩中心发布公

告，再次重申各彩票机构及其网点代销者
不得违规与任何单位和个人合作开展利
用互联网销售或者变相销售体育彩票活
动。公告称：根据《财政部 公安部 工商总
局 民政部 国家体育总局关于做好查处擅

自利用互联网销售彩票工作有关问题的
通知》，各彩票机构及其网点代销者不得
违规与任何单位和个人合作开展利用互
联网销售或者变相销售体育彩票活动，不
得接受任何单位和个人通过系统终端机
出票的互联网销售彩票活动。经核实，天
津、江苏、山东、湖南和广东 5个省的 22个
实体店的代销者擅自委托利用互联网销
售体育彩票，对于违规代销者将解除其体
育彩票代销合同，并在一定期限内限制其
参与体育彩票机构的生产经营合作活动。

2017年，深圳体彩曾取消 20家网点的
代销资格。据购彩者举报，这些网点在销
售体彩高频游戏 11 选 5 过程中，存在做私
庄、不出票、少出票的行为，故取消其代理
销售中国体育彩票的资格，解除与其签订
的《中国体育彩票代销合同》，收回其体育
彩票销售设备。

体育彩票和福利彩票是国家公益彩
票、是合法彩票，但是，擅自利用互联网销
售体彩和福彩就是非法行为。这一点是新
修订的《实施细则》特别明确的。这就需要
售彩者和购彩者认清何为非法彩票，并且
通过正规渠道售彩、购彩。

新修订的《彩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十月起施行

彩票售买者需认清“非法彩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