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 月 8 日，国庆节刚过，青海省体
育彩票发行中心就迎来一位中得大乐透
大奖的幸运儿。中奖人赵先生来自西宁
市城北区，是位年近 50 岁的憨厚大叔，
他于 10月 1日开奖的大乐透第 18115期中
得二等奖 3注，二等奖追加 3注，六等奖
3注，总奖金 304996元。

“我买了好几年的大乐透，终于中上
大奖了，还是国庆节这一天，这个假期
过得心里可美了。”据大叔回忆，10 月 1
日，买完菜，他像往常一样来到家附近
的 20003 南大街爱心书屋体彩销售网点，
看着走势图顺手写出了这两注大乐透，
并进行了追加。10 月 2 日中午，吃过午
饭，大叔躺在床上准备睡午觉，打开手
机查了一下大乐透开奖号码。“扫了一眼

开奖号，再看看我的 3注号码，感觉第一
注好像中的号码比较多，我再仔细一
看，天！前区 5个号码全对，后区就差一
个号码，中了二等奖！”

赵大叔说查完开奖号，自己也睡不
着，赶紧把老伴叫来，告诉她这个好消
息，晚上吃饭，他又在饭桌上把这个好
消息跟全家人分享了。“我都这个岁数
了，也没啥大花销，奖金还是留给孩子
们。”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赵大叔坚持
多年购买体育彩票，不断为社会公益事
业奉献点滴爱心，也为他本人赢得了大
奖。中国体育彩票，惊喜与公益同在，
只等你来。

（苏仁君）

青海彩民喜获大乐透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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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联网体育彩票“排列五”

开奖日期：2018年10月11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10587178元
本期开奖号码：0 2 5 2 7

本期中奖情况(第18277期）

奖等

一等奖

226849178.52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8年12月10日

中奖注数

22注

每注奖金

100000元

应派奖金合计

2200000元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三（青海省）
第18277期开奖公告

开奖日期：2018年10月11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14773190元，本省（区、
市）销售金额：71820元
本期开奖号码：0 2 5

投注方式

直选

组选3

组选6

43637.32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8年12月10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全国中奖注数

4509注

0注

14477注

本地中奖注数

13注

0注

37注

单注奖金

1040元

346元

173元

★彩票开奖★

A11版

导
读

A10版

南安联客场争胜
荷兰有望擒德国

排列五（三）
号码走势图

今年，国家体彩中心发布《中国体育彩
票实体店形象基础要素设计与使用手册》
（2018 版），各地方体彩机构在此基础上制
定网点建设标准并对网点升级改造，提供
更加舒适的彩站体验，提升体育彩票品
质。前两天，记者的一位朋友突然通过微
信发来两张体彩网点的照片，说她偶尔买
彩票，发现体彩店的形象焕然一新，不再是
以前“小黑屋”的感觉了。近年来，各地体
彩陆续对体彩网点升级改造，店面宽敞了、
门头醒目了、环境舒适了。

网点改造带来销量提升
江西省体彩中心从今年起对全省体彩

网点，特别是“脏、乱、差”的网点集中开展
美化亮化工作。在这项工作的过程中，大
部分网点业主积极主动联系辖区体彩专管
员，对自己的网点有针对性地改造，在改善
购彩环境的同时带来网点销量的提升。看
到身边的成功经验，部分网点业主从开始
的不理解、不配合转为积极申请，有的业主
表示，早知道效果这么好，就是自己花钱也
要改造。

网 点 升 级 改 造 ，能 带 来 销 量 的 提 升
吗？答案是肯定的。如今的人们，越来越
追求生活的品质，同样的商品，一个放在脏
乱差的店里卖，一个放在干净整洁的店里
卖，你会选择去哪里买？

位 于 南 昌 市 国 威 路 的 01624 体 彩 网
点，在专管员的劝说下，业主小江同意进
行网点改造，不仅在路口安装了一块 LED
屏，还在店里添置了铝塑招牌、电脑、客
显、新桌椅等硬件设施。网点改造后，彩
友们表示坐在店里舒服多了。最大的变化
当然是销量，该网点今年 7 月的销量仅为
万元出头，8 月网点改造，9 月的销量翻
了 3 倍，还开通了竞彩玩法。该网点业主
感叹，“没想到网点建设能给自己店带来
这么大的变化，真应该早点配合分中心做
好网点建设工作。”

在江西，像小江这样的网点很多，他们
从不情愿到主动找专管员，网点“变脸”后，
带来的是彩民的认可和销量的提升。

体彩网点有了连锁标准
如今，不管你去哪里的体彩投注站购

彩，都有走进连锁店的感觉，店里的区域划
分和硬件设施都很规范。就像连锁酒店一
样，你住过这一家，如果觉得满意，可以放
心地去住下一家，因为从设施到服务，基本
上差不多。

早在 2011 年，国家体彩中心就制定了

《中国体育彩票销售网点店面形象手册》
（2011版）标准，对销售员日常操作规范、销
售流程，网点的店内环境、店外环境、销售
区域、店内气氛营造等作出规定。今年，国
家体彩中心又发布了《中国体育彩票实体
店形象基础要素设计与使用手册》（2018
版）。

近年来，各地体彩中心不断根据体育
彩票销售形势的变化对本地网点的形象建
设提出更加细致具体的规范。比如，陕西
省体彩中心于今年 9 月启用网点建设新标
准。在《中国体育彩票实体店形象基础要
素设计与使用手册》（2018版）的基础上，制
定了《陕西省体育彩票实体店建设指导手
册》（2018版）。

该《指导手册》明确了设计标准、使用
规范、空间布局、材质参数、规格尺寸等内
容。涵盖了体彩网点七项基础要素（代销
证、警示标语、中国体育彩票品牌标识、顶
呱刮真票展示、大乐透电子奖池公告、竞彩
游戏重点赛事推荐、高频游戏开奖显示设
备）及店内外全部展示要素，增加了“公益
宣传栏”项目，针对专营店和兼营店（含行
业连锁及行业合作）分别制定了各类型建
设的标准项目和参考项目。

享受更加舒适的品质生活
江西鹰潭 17006体彩网点改造后，顾客

停留的时间长了，进店的顾客增加了，销售
也越来越好了。网点舒适了，彩民自然愿
意多坐一会。

目前，两档家装改造类节目在北京和
上海两家电视台热播，通过设计师改造后
的新家和旧家有着天壤之别。在有限的空
间内，设计师通过合理的设计，进行区域划
分，让居住者更加舒适地享受生活。体彩
网点形象的升级改造具有同样的效果，让
销售者和购彩者都有了更加舒适的体验，
同时也提升了体彩网点的品质，提升了体
育彩票的整体形象。

提供舒适体验 提升体彩品质

网点变脸！体彩店形象再上档次

在北京时间 10 月 13 日至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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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乙将迎来多场事关升级
资格的焦点战。

10 月 13 日下午的日乙比赛，爱媛 FC
对阵横滨 FC、山口雷诺法对阵福冈黄蜂入
选胜平负“单固”赛程。赛季前多名主力离
队使爱媛 FC 伤筋动骨，球队目前以 11 胜
10 平 15 负的战绩排名下游，好在保级无
忧。日乙本赛季升级资格的争夺异常惨烈，
目前排名第 7位的横滨 FC与领头羊仅有 6
分差距，是客场成绩最出色的球队之一。在

升级动力驱使下，横滨 FC胜算不小。
山口雷诺法进 59 球，失 61 球，攻守严

重失衡，球队冲击升级资格的希望非常渺
茫。福冈黄蜂目前排名第 4位，是升级资格
强有力的竞争者。山口雷诺法 2016年天皇
杯经过点球大战击败福冈黄蜂，此后 3 次
交手，前者皆以失利告终。

10月 14日下午的日乙比赛，金泽塞维
根对阵松本山雅、町田泽维亚对阵大分三
神均在竞猜之列。金泽塞维根连战连捷，不
过跻身前六的机会不大。松本山雅因净胜
球劣势暂居积分榜次席，是升级大热门。两

队在历史上有过 6 次交锋，松本山雅取得
全胜战绩。

排名第 3 位的町田泽维亚连续 4 轮不
胜，抢分势头放缓。领头羊大分三神攻击力
冠绝日乙，近期愈战愈勇，连取 5 场胜利。
町田泽维亚以防守见长，借主场之力有望
阻击大分三神。

10月 16日傍晚，德岛漩涡与甲府风林
将进行日乙第 35 轮补赛。10 月 17 日傍晚，
山口雷诺法与町田泽维亚将进行日乙第
26轮补赛。

10月 13日 19时，英甲第 13轮首场比赛

将在巴恩斯利与卢顿之间展开。作为降班马，
巴恩斯利具备一定实力优势，其防守冠绝英
甲。升班马卢顿排名中上游，表现可圈可点。
巴恩斯利拥有在射手榜名列前茅的高中锋摩
尔，这个前场支点是球队争胜的法宝。

随后，英甲将上演另一场焦点战：斯肯
索普对阵彼得堡联。斯肯索普攻强守弱，胜
率不高，平局偏多。位居积分榜次席的彼得
堡联攻击力最强，但失球不在少数，球队颇
为另类，客场成绩远胜主场。面对客场场均
进球超过 3 个的彼得堡联，斯肯索普恐怕
难以抵御对手的凌厉攻势。

本周期猜8场 日乙多场焦点战入围“单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