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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票开奖★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三（青海省）
第20035期开奖公告

开奖日期：2020年3月25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20911910元，本省（区、
市）销售金额：94792元
本期开奖号码：3 2 8

投注方式

直选

组选3

组选6

916894.72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期将另行公告

全国中奖注数

11710注

0注

58928注

本地中奖注数

115注

0注

418注

单注奖金

1040元

346元

173元

全国联网体育彩票“排列五”

开奖日期：2020年3月25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9040072元
本期开奖号码：3 2 8 1 6

本期中奖情况(第20035期）

奖等

一等奖

360864646.90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期将另行公告

中奖注数

226注

每注奖金

100000元

应派奖金合计

22600000元

全国联网体育彩票“大乐透”

开奖日期：2020年3月25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213742602元
前区 01 07 23 24 26
后区 03 07

本期中奖情况(第20015期）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七等奖

八等奖

九等奖

1389102103.50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期将另行公告

基本

追加

基本

追加

中奖注数

2注

1注

42注

9注

125注

432注

9492注

15552注

20532注

458739注

4899379注

每注奖金
（元）

10000000

8000000

280807

224645

10000

3000

300

200

100

15

5

应派奖金合
计（元）

20000000

8000000

11793894

2021805

1250000

1296000

2847600

3110400

2053200

6881085

24496895

本讲堂旨在循序渐进地讲解体育彩
票全国联网单场竞猜游戏（即竞彩）、区
域联网单场竞猜游戏（即北京单场）以及
传统足球彩票游戏的投注方法和技巧。

竞彩为何受欢迎
原因是，简单。
你只需正确猜对足球比赛结果，便

可中奖。对于一些肯动脑筋运气又好的
购彩者来说，看球投注两不误，也是一
件幸福的事情。

此外，全国联网单场竞猜游戏的返
奖率高，固定奖金玩法吸引力大。这也
让很多人加入其中。

71%的返奖率，使得竞彩成为我国
目前返奖率最高的游戏单品。同时固定
奖金，出票之后奖金指数值不变，投注
时预计中多少，实际就会中多少，很有
吸引力。

玩法多、乐趣大也是一大吸引力。
竞彩游戏可以猜胜平负、让球胜平负、
比分、总进球数、半全场，甚至各种玩法
一起玩（混合过关）。

弄懂是否让球
胜平负、全场比分、总进球数这些都

是字面意思，很好理解。只要记住一
点，竞彩只猜 90 分钟和伤停补时，不含
加时赛和点球。

对于新手购彩者来说，比较难理解
的两个玩法说一下——

让球胜平负：在胜平负玩法的基础
上，增加了“让球”的概念，彩果按照主
队实际进球数加减让球数和客队实际让
进球数比较计算彩果。

比如经常看到德国 (-1)VS 葡萄牙：
这里的“-1”表示主队德国队让一球。
若本场比赛的赛果为 1比 0，则让球胜平
负的彩果为平，胜平负的彩果为德国
胜；若比分为 4 比 0，无论让球胜平负还
是胜平负均为德国胜。

半全场：同时预测上半场和全场（不
是下半场）的赛果，均命中即可赢取奖金。

要留意的一个细节是，竞彩只猜 90
分钟和伤停补时，不含加时赛和点球。
比如巴西点球决战决战赢了阿根廷，胜
平负彩果还是平。

如何计算奖金
来了解一下竞彩的“过关方式”。经

常看到 2 串 1、3 串 1 等说法，是什么意

思？
2 串 1，就是 2 场比赛组成一注，2 场

都对才有奖。3 串 1，即 3 场比赛组成一
注，3 场都对才有奖。竞彩胜平负的固
定奖金玩法必须至少买两场才可以投
注，所以需要过关投注（至少同时买两
场比赛）。

而 M 串 1 投注的奖金为猜中投注项
的出票奖金指数相乘，再乘以 2元，再乘
以倍数。比如投注下面 2 场比赛，过关
方式选择“2串 1”——

第 1 场，阿森纳 VS 热刺，主胜奖金
指 数 1.58，平 局 指 数 4.05，主 负 指 数
4.55。第 2场，尤文图斯VS皇马，主胜奖
金指数 4.40，平局指数 3.90，主负指数
1.56。

若猜中阿森纳平、皇马胜，则单注奖
金为 4.05×1.56×2=12.636 元，如果买了
100倍就再乘以 100；而如果只猜中了阿
森纳平，没有猜对皇马的赛果，就没有
奖金。

单关固定奖金开售之后，购彩者的
选择更多了，最少买一场就可以，不需
要串关。

这些新闻与你的竞猜计划并非毫无关系

竞猜叫停！欧洲足坛疫情让人揪心

英超：计划6月1日重启

光看这个标题，很多人可能心里一
哆嗦，继而问一句，这可能吗？

据《每日邮报》消息，正受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的英超，目前正在制订新的应
变计划来完成本赛季。据悉，这一计划
包括 6月 1日恢复赛季，以及在 6周的时
间之内踢完所有比赛。

目 前 由 于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的 影 响 ，
英超已经停摆。此前有消息称，英超
联赛至少要暂停到 4 月 30 日，才有可
能恢复。而如果本赛季能在 7 月 11 日
之前结束，就能允许 2020/2021 赛季在
8 月 8 日及时开战，也就是计划中的本
赛季结束后四周。如此一来，也可以
避免俱乐部遭遇财政方面的灾难性损
失。

《电讯报》称，这个 6 月 1 日的恢复
日期不是一成不变的，更多是英超联赛
的一个目标，英足总也决心要完成这个
赛季。此前英足总宣布，他们已经调整
了规则，允许赛季“无限期延长”，越过
原先 6 月 1 日的最后期限。在欧足联决
定推迟欧洲杯一年之后，6 月 1 日恢复
也是英超以及英冠在考虑的最好情况
之一。

《电讯报》表示，这些比赛会空场进
行，而英超方面则会希望政府允许球场
内安排急救人员。由于目前的疫情，这
些资源是短缺的，而且国家卫生系统的
压力只会继续增大，因为预计的疫情高
峰在 6 月份将来临，而这也正是英超希
望恢复的时间点。

这个“英超计划”能否变成现实，从
目前来看，形势并不乐观。

巴萨：苏亚雷斯期待疫情之后复出

巴萨前锋苏亚雷斯表示，他非常期
待自己能在新冠肺炎疫情结束之后能尽
快复出，重返球场。

今年 1 月，苏亚雷斯因膝伤进行手
术，当时的预期是需要 4 个月才能复
出。苏亚雷斯说：“医生告诉我，我现在
康复进展非常好，这给我希望，能尽快
打上比赛。等到球队重启比赛，希望我
将能够和他们一起。”

苏亚雷斯表示，自己恢复不错，有望
在赛季重启时复出。他还呼吁，只有等
疫情过去后，才该重启联赛。“如果联赛
现在开始或者三周后开始，那不会改变
什么，你必须确保没事了，人们到街上
不必再害怕被传染了才行，必须是这
样。”他说。

此外，北京时间 3月 22日传来消息，
前皇家马德里俱乐部主席洛伦佐·桑斯
因感染新冠病毒去世，享年 76岁。桑斯
此前已进入医院重症监护室救治，并出
现了呼吸衰竭和肾衰竭的情况。桑斯在
1995年至 2000年期间担任皇马主席，皇
马在其任内两次欧冠登顶。

AC米兰：已有14人感染

北京时间 3月 22日，意大利AC米兰
俱乐部官方宣布，担任技术总监的球队
名宿保罗·马尔蒂尼与儿子丹尼尔确诊
感染新冠肺炎。

AC 米兰俱乐部发布的公告称：俱
乐部技术总监保罗·马尔蒂尼日前与
一名新冠患者接触，开始出现了相关
症 状 。 他 接 受 了 测 试 ，结 果 呈 阳 性 。
他的儿子、效力于米兰青训、此前在一

线队训练过的丹尼尔，检查结果也呈
阳性。

目前保罗和丹尼尔感觉良好，并正
在进行居家家隔离，没有与他人接触。
根据卫生部门要求建议，他们将继续接
受隔离观察，直到康复为止。

一周前，《米兰体育报》曾报道，AC
米兰俱乐部总监马尔蒂尼和马萨拉均在
跟流感作斗争，但都无新冠病毒肺炎症
状。

截至发稿时，意甲各俱乐部中已有
14 人确诊感染了新冠肺炎病毒。这些
球员分别来自：尤文图斯 3 人（鲁加尼、
马图伊迪、迪巴拉），桑普多利亚 6人（加
比亚迪尼、索斯比、拉古米纳、埃克达
尔、贝雷辛斯基、德保利），佛罗伦萨 3人
（弗拉霍维奇、库特罗内、佩泽拉），维罗
纳 1 人（扎卡尼），AC 米兰 1 人（马尔蒂
尼）。

国际米兰：全队25日核酸检测

近日，意甲豪门国际米兰全队都处
于隔离期内。队内比利时球星卢卡库接
受媒体采访时，谈到了国米目前的情
况。

“如今，这座城市变得很安静了，周
围都没有人。我们都处于自我隔离的状
态，因为我们与尤文图斯比赛之后，他
们的一名球员新冠病毒测试为阳性。”
卢卡库说。

“我目前还没有症状。”他说，“我
的队友们全部都在隔离中，接下来我
们会看看是否有人出现症状，每天都
要测量体温。到目前为止，队中尚无
人出现症状，全队在 25 日进行核酸检
测。”

从零开始 入门指引

眼下，在全世界，没有什么事
情比共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更重
要了！在欧洲这个疫情的重灾区，
购彩者以往分分钟都盯着俱乐部、
球队、球星的一举一动，而现在当
赛事全部停转，一些相关的疫情新
闻也势必会引起中国购彩者、特别
是竞猜型玩家的高度关注。

因为，这与他们日常关心的竞猜以
及日后的购彩计划，不能说毫无关系。 苏亚雷斯期待疫情之后复出苏亚雷斯期待疫情之后复出。。 马尔蒂尼马尔蒂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