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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列 3
开奖日期：2018-02-10
本期投注总额：16579404元
开奖结果：4 1 1

奖级 中奖注数 应派奖金合计
直选 3154注 3280160元
组选 3 7218注 2497428元

第18041期

奖级 中奖注数 应派奖金合计

排列 5 22注 2200000元

排列 5
开奖日期：2018-02-10
本期投注总额：10643294元
开奖结果：4 1 1 5 2

第18041期

第18018期36选 7
开奖日期：2018-02-10
本期销量：1140890元
开奖结果：05 03 29 25 31 08 07 特别号：19
因本期基本投注中奖情况
奖级 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特等奖 0注 0元
一等奖 0注 0元
二等奖 24注 1399元
三等奖 61注 500元
四等奖 726注 50元
五等奖 1551注 20元
六等奖 22793注 6元
幸运奖 0注 0元

42296055.90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22选 5

奖级 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特等奖 2注 15413元
一等奖 170注 50元
二等奖 2448注 6元

第18041期

开奖日期：2018-02-10
本期销量：110236元
开奖结果：13 21 17 04 16

第18041期31选 7
开奖日期：2018-02-10
本期销量：787152元
开奖结果：02 17 03 24 18 08 01 特别号：27

因本期基本投注中奖情况
奖级 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一等奖 0注 0元
二等奖 1注 33143元
三等奖 16注 1200元
四等奖 60注 200元
五等奖 1741注 20元
六等奖 16455注 6元

任选一 84注 31元
任选二 117注 22元
任选三 289注 128元
任选四 24注 900元
任选五 0注 8000元
任选六中六 0注 84000元
任选六中五 2注 100元
任选六中四 356注 10元
猜单双一单 0注 76元

187811.31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下期一等奖派奖 50万元

第18018期超级大乐透
开奖日期：2018-02-10
本期销量：226108418元
开奖结果：06 08 13 24 28 + 06 12

因本期基本投注中奖情况
奖级 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应派奖金合计

一等奖 0注 0元 0元
二等奖 63注 176906元 11145078元
三等奖 650注 6112元 3972800元
四等奖 27827注 200元 5565400元
五等奖 572685注 10元 5726850元
六等奖 5472910注 5元 27364550元

因本期追加投注中奖情况
奖级 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应派奖金合计
一等奖 0注 0元 0元
二等奖 14注 106143元 1486002元
三等奖 256注 3667元 938752元
四等奖 9594注 100元 959400元
五等奖 200834注 5元 1004170元

奖池：4824492674.96元

本期销量：398942元

传播体彩公益 践行责任彩票
———从福建体彩开春忙抓体彩一线队伍说开

传播体彩公益袁 践行责任彩
票遥 为了积极贯彻落实国家体彩
中心提出的野做负责任袁可信赖袁
健康持续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冶
的要求袁 强化 野公益体彩乐善人
生冶的品牌宣传理念袁福建体彩中
心藉学习和贯彻十九大精神之契
机袁 在 2018年开春便忙碌起来袁
率先从体彩一线队伍抓起遥 正如
福建体彩中心领导所说袁 打造责
任彩票这块野铁冶袁需要体彩队伍
野自身过硬冶遥 福建体育彩票要实
现健康可持续发展袁 需要全体体
彩一线队伍 野常照镜子尧 常正衣
冠尧常洗洗澡尧常治治病冶遥 特别是
在 2017年福建体彩实现跨越式
的发展袁年销量首度突破百亿袁达
106亿元袁成为全国体彩第六个迈
入年销量过百亿的省市之际袁传
播体彩公益袁践行责任彩票袁更显
得义不容辞了遥

职工运动会
是践行责任彩票的体现

一年之计在于春遥 在福建体
彩年销量跨上百亿门槛后袁为了
谋划好 2018年袁 把传播体彩公
益和践行责任彩票贯穿好袁让责
任尧诚信尧团结尧创新的体彩精神
进一步落实到位袁福建体彩中心
在 1月召开职工运动会袁分两批
把全省一线专管员尧分中心和省
中心人员聚拢在一起袁让一年一
度的职工运动会更富有责任与
成效遥 通过一系列活动袁把传播
体彩公益和践行责任彩票等内
容融入进去袁让省市中心员工与
一线专管员形成一股无形的合
力袁真正打造出一支无坚不摧的
体彩团队袁最终让耶公益体彩 乐
善人生爷的理念在团队中尽情地
展现出来遥 冶

据了解袁本次运动会是第 14
届运动会袁分设个人项目和集体
项目两个部分遥 其中袁个人项目
设有院你最摇摆尧夹夹乐尧神龙摆
尾尧盲人带帽遥 亦动亦静的个人

项目让不同年龄层的员工们可
以选择适合自己的项目参赛袁虽
然每个人只能报名两个项目袁但
有不少的员工也将未报名的项

目体验了一把遥 集体项目中的接
力环节袁 各小组成员分工协作袁
齐心协力袁众志成城遥 最值得一
提的是集体项目八段锦袁气功作
为中国传统的保健尧养生尧祛病
的方法袁近些年在全国得到了推
广袁此次运动会袁八段锦作为其
中一个集体项目袁不仅让员工之
间多了集体学习尧 讨论的机会袁
同时袁 也是员工们相互间配合尧
协调作战尧 践行责任的真切体
现袁让全体员工能以更加昂扬的
斗志投入到新一年的征程中去遥

品牌培训
既是传播公益更是践行责任

2018年伊始袁为了全力打造
野做负责任尧可信赖尧健康持续发
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冶目标袁率先
在广东召开叶体彩品牌管理制度
总则曳 简版纲要与实施流程培
训袁 福建体彩中心经过层层选
拔袁最终选派了四位优秀职工前
往参加袁 选派人员回福建之后袁
福建体彩中心随即开展了 2018
年首场全员参与的培训会袁除了
相关游戏的培训外袁重点便是体
彩品牌管理制度的培训袁由四位
参训讲师轮流开讲遥 他们除了传
播国家体彩中心培训精神外袁还
结合福建体彩中心实际情况袁对
全员进行了引经据典的授课遥
福建体彩中心副主任傅志

忠表示袁这次培训是贯彻落实总
局体彩中心提出的 野做负责任尧
可信赖尧健康持续发展的国家公
益彩票冶发展战略袁围绕着 4 项
举措和 6项任务等展开学习袁并
通过野体彩嘉年华冶万场地推系
列活动袁提升中国体育彩票品牌
形象袁建立基层宣传途径袁扩大
客户群体袁以便为公益体彩长远
发展不断注入新生力量遥

场上声音
做好责任彩票的践行者

从职工运动会到品牌培训袁
虽然时间紧迫些袁但对一线专管
员尧省市中心职工来说袁是一次
从上到下的思想与责任的洗礼袁
在新的一年以及今后的工作中袁
每个体彩人都应该自觉充当责

任彩票的践行者遥
来自龙岩新罗的专管员陈甜

甜说院野职工运动会不仅是一场竞
赛盛宴袁 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增
进同事之间彼此的感情生活遥 它
能让集体氛围更加和谐袁还提高了
大家的协作能力袁更是体彩精神的
传递与发扬遥尤其是耶八段锦爷的赛
前准备袁 看到了体彩人真抓实干袁
团结奋进的工作态度遥 冶来自福州
鼓楼专管员彭淡影如是说袁这次培
训会既有市场分析培训也有品牌
制度培训袁让她受益匪浅袁通过培
训她懂得跟紧省中心 2018年的
步伐袁展开新一年的宣传工作袁尤
其是通过体彩品牌管理制度的培
训袁 让她充分认识到责任彩票的

重要性遥 而作为去广东参加培训
的代表尧 龙岩上杭专管员罗娟表
示袁有幸参与全国性的叶体彩品牌
制度管理培训曳会议袁更加感受到
省体彩中心对一线职工能力提升
的重视与人文关怀袁 彰显领导健
全基层管理机制的决心遥 通过此
次进行的培训袁实属受益匪浅袁满
载而归遥 从品牌制度的详细解读
该课程中袁无疑对体彩品牌认知有
质的升华遥知晓至关重要的体彩品
牌标识塑造视觉的统一性袁乃是正
确传递体彩价值形象的根本袁让体
彩公益尧公信的理念涤荡于每个角
落遥同时聆听各省代表慷慨激昂的
发言袁更是一次洗礼思想尧震撼心
灵的碰撞遥精辟论述尧独到见解的
内容袁绘声绘色尧风趣幽默的表
达袁无不展示着体彩人的魅力遥

省中心注重职工对外交流提
升的同时袁还秉着野纸上得来终觉
浅袁绝知此事要躬行冶的真知袁第一
时间组织广州参会人员回本地市

实践讲解袁切实把品牌制度贯彻落
实到本省的每位职工当中袁一以贯
之地执行遥 （金嵌）

关于 2018年春节期间福建体育彩票休市的通告
根据叶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

部公告 2018年第 13号曳及国家
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叶关
于 2018年春节休市的通知曳渊体
彩字也2018页25 号冤要求袁福建省
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对 2018年春
节休市有关事项公告如下院

一尧 休市时间院2018年 2月
15 日 0:00 至 2 月 21 日 24:00
渊大年三十零时起至正月初六 24
时冤止遥 期间停止渊除网点即开型

彩票外冤 所有彩票游戏的销售尧
开奖和兑奖遥

1.中国体育彩票乐透型游戏
于 2月 15日渊星期四冤0院00停止销
售袁2月 22日 渊星期四冤0院00恢复
销售袁休市期间停止开奖和兑奖遥

2.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传统
游戏的竞猜场次安排尧 开售时
间尧 停售时间和开奖时间等袁按
总局体彩中心 叶关于下发 2018
年中国足球彩票 2 月竞猜场次

安排的通知曳执行遥
竞彩足球尧 篮球游戏于 2月

15日 渊星期四冤0院00停止销售袁2
月 22日渊星期四冤9院00恢复销售袁
具体事项以中国竞彩网渊www.
sporttery.cn冤有关公告为准遥

二尧各类游戏兑奖期最后一
天在春节休市期间的袁兑奖截止
时间顺延至休市后第一天 渊2月
22日冤遥

三尧 电视和电台院2月 15日

起福建电视台体育频道尧福建经
济广播电台相关节目停止播出袁
于 2月 22日恢复播出遥

四尧报纸院福建体彩中心内
部赠阅资料 叶中国体彩报窑福建
专刊曳尧叶海峡都市报曳 等体彩专
版于 2月 14日出报后休刊袁于 2
月 22日起复刊遥

特此通告遥
福建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8年 2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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