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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列 3
开奖日期：2018-02-12
本期投注总额：15856402元
开奖结果：0 7 9

奖级 中奖注数 应派奖金合计
直选 3748 注 3897920 元
组选 6 9256 注 1601288 元

第180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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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派奖金合计

排列 5 75 注 7500000元

排列 5
开奖日期：2018-02-12
本期投注总额：10605654元
开奖结果：0 7 9 0 4

第18043期

奖级 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特等奖 0注 0元
一等奖 155注 50元
二等奖 2775注 6元

第18043期

开奖日期：2018-02-12
本期销量：117506元
开奖结果：22 03 02 10 15

第18043期31选 7
开奖日期：2018-02-12
本期销量：1164108元
开奖结果：23 20 02 19 05 03 30特别号：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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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962元
三等奖 52注 1200元
四等奖 73注 200元
五等奖 2997注 20元
六等奖 26732注 6元

任选一 127注 31元
任选二 182注 22元
任选三 320注 128元
任选四 87注 900元
任选五 4注 8000元
任选六中六 0注 84000元
任选六中五 19注 100元
任选六中四 461注 10元
猜单双一单 0注 76元

671542.62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下期一等奖派奖 50万元

第18019期超级大乐透
开奖日期：2018-02-12
本期销量：206501821元
开奖结果：10 11 19 21 28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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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注 10000000元 10000000元
二等奖 42注 250933元 10539186元
三等奖 590注 6802元 4013180元
四等奖 21902注 200元 4380400元
五等奖 440606注 10元 4406060元
六等奖 4441025注 5元 222051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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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注 150559元 1806708元
三等奖 193注 4081元 787633元
四等奖 8197注 100元 819700元
五等奖 157240注 5元 786200元

奖池：4865933980.43元

本期销量：416994元

奖池升至 48.65亿

体彩大乐透中出 1注 1000万
本报讯 记者金海燕报道 2

月 12 日袁 体彩大乐透第 18019
期前区开出号码 10尧11尧19尧21尧
28袁后区开出 05尧12遥本期全国中
出 1 注头奖袁 每注奖金为 1000
万元袁花落上海遥 数据显示袁该注
头奖出自松江区袁中奖彩票为一
张 8+2复式票袁 投入 112元袁共
中出一等奖 1注尧三等奖 15注尧
四等奖 30 注尧 五等奖 10注袁单
票擒奖 1010万元遥

稍显遗憾的是袁由于未采用
追加投注袁 该幸运儿少拿了 600
万元追加奖金袁 从而无缘 1600
万元单个封顶头奖遥

二三等奖奖金双双走高遥 二
等奖中出 42 注袁 每注奖金为
25.09万元曰其中 12注采用追加
投注袁每注多得奖金 15.05万元遥
追加后袁 二等奖单个总奖金为
40.14万元遥 三等奖中出 590注袁
每注奖金为 6802 元曰 其中 193

注采用追加投注袁每注多得奖金
4081元遥 追加后袁三等奖单个总
奖金为 1.08万元遥

前区奖号 10尧11尧19尧21尧28
分布较为集中袁均为 1号段尧2号
段上的号码遥 前区最小号码开出
10袁该号与 11以连号形式开出曰
11为前区冷号袁 曾有 25期没有
露面曰19尧21均为隔期开出号码曰
最大号码开出 28袁该号复制上期
渊第 18018期冤奖号遥 0号段尧3号

段上号码纷纷隐身遥
后区开出 05尧12 一小一大

两个号码曰12复制上期奖号袁该
号于最近 4 期之内中出 3 次袁
大热遥
冷号方面袁截至目前袁前区的

05已有 21期没有开出袁稍冷遥
奖池方面袁48.65 亿元滚存

至 2月 14日 渊周三冤 开奖的第
18020期袁这一水位较上期微涨袁
继续刷新历史最高纪录遥

平昌擎起中国荣耀

体彩助力冰雪中国梦
2月 9日袁万众瞩目的第 23

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
在韩国江原道平昌奥林匹克体
育场举行遥 运动员入场环节袁作
为下届冬奥会的东道主袁中国体
育代表团赢得了现场 35000 名
观众经久不息的掌声遥

体彩大使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

走在中国体育代表团最前方
的是旗手周洋遥 2010年温哥华冬
奥会尧2014年索契冬奥会袁周洋在
短道速滑女子 1500米项目上两
次摘金袁 不但成为了继王濛之后
第二位在冬奥会同一项目成功卫
冕的中国运动员袁 也打破了韩国
短道速滑队对该项目长久以来的
垄断遥 平昌奥运周期袁周洋伤病缠
身袁 直到 2017 年才正式恢复训
练袁即便如此袁她仍以野老大姐冶和
野中国短道速滑女队领军人物冶的
身份征战在平昌冬奥会的赛场

上遥在 2月 10日结束的女子短道
速滑 3000米接力赛中袁周洋领衔
的组合更是不负众望袁 以出色的
成绩打破了冬奥会纪录遥

中国体育代表团副团长高
志丹说得好袁之所以选择周洋出
任旗手袁一方面因为她为中国冰
雪事业作出的巨大贡献曰另一方
面袁也因为周洋在这个奥运周期
克服了年龄增大尧伤病增多的困
扰袁坚持走到了平昌袁展示了中
国运动员顽强拼搏尧不屈不挠的
精神力量袁体现了运动员为国奉
献的思想境界遥

除了赛场上的运动员袁周洋
的另一个身份是野体彩人冶遥
从 2010 年温哥华冬奥会开

始袁 位于吉林长春的 01064体彩
店便成为长春乃至全吉林省的野冬
奥中心冶袁经营这家体彩店的袁正是
周洋的父母遥 因为身有残疾袁周洋
的父母为了支持女儿的事业袁做过
很多工作袁直到 2007年袁在吉林

省尧 长春市两级体彩中心的支持
下袁 经营起了自己的体彩投注站遥
二老苦心经营体彩投注站袁周家生
活逐渐稳定了下来袁才让周洋更加
安心地训练尧比赛遥 2010年袁周洋
成为吉林省体育彩票的首位形象
大使时袁周洋的父亲周继文曾动情
地说院野是体育彩票帮助全家人渡
过难关袁也正是体育彩票让周洋与
冠军结缘遥 冶如今袁随着周洋的成
名袁周洋的父母已经无需为生活奔
波袁但在周家人的心里袁体彩一直
是无法忘怀的一节遥

体彩公益金助力冬季项目崛起

相比于夏季奥林匹克项目袁
冬奥会项目在我国起步较晚袁软
硬件基础都比较薄弱袁 想要尽快
提高我国冰雪项目在全球范围内

的竞争力袁 充分利用好 野举国体
制冶的优势是不二的选择遥 在这方
面袁 体彩公益金发挥了不可替代
的作用袁尤其是 1995年正式颁布
的野奥运争光计划冶袁国家体育总
局每年都会拿出本级公益金的
40%用于该计划的实施袁这些资金
被广泛应用于运动员训练比赛尧

出国集训和生活条件改善以及体
育场馆建设尧 青少年球员培养等
方面遥 随着北京尧张家口联合申办
2022 年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成
功袁 体彩公益金势必会在推动我
国冰雪项目跨越式发展的过程
中袁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遥

诚如 2014 年索契冬奥会速
度滑冰项目女子 1000 米金牌得
主张虹所说院野正是因为有体彩
公益金的支持袁为我实现奥运突
破提供了坚实的保障袁奥运金牌
有体彩的一半遥 冶

竞技体育之外袁 借 2022 年
冬奥会的东风袁体彩公益金也在
全民健身尧三亿人上冰雪等方面
深耕助力遥

体彩公益金支持群众冰雪活动

据北京市体彩中心公布的
2016 年体彩公益金使用情况显
示袁 当年共筹集体彩公益金 8.04
亿元袁 其中用于体育部门的体彩
公益金为 5.8亿元袁 其中 4.35亿
元用于群众体育袁占总数的 75%袁
这中间的很大一部分用于室外人
工冰场的建设与运营尧 北京 2022

年冬奥会相关群众冰雪活动项
目遥 根据北京市政府发布的叶关于
加快冰雪运动发展 的意见
渊2016要2022年冤曳袁2022年之前袁
将新建市内滑冰场 16座袁50片室
外滑冰场袁30片嬉雪场地袁 引导
800万市民参与冰雪运动遥

这样的故事在全国各地也在
频繁上演遥想要把 2022年冬奥会
办成一届精彩尧非凡尧卓越的体育
盛会袁 除了要寄望于我国冰雪健
儿在赛场上争金夺银外袁 还需要
软硬件的配合以及冰雪氛围尧冰
雪精神尧冰雪文化的营造遥 只有当
更多人认识冰雪运动尧 喜爱冰雪
运动尧参与冰雪运动袁我国才能迈
出从野体育大国冶到野体育强国冶道
路上的关键一步袁 才能补齐冰雪
项目的短板袁 才能应对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

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遥
我们期待也坚信袁作为我国

体育事业的重要支撑袁体育彩票
一定能为 2022年冬奥会的成功
举办袁 我国冰雪事业的发展袁为
冰雪梦尧体育梦尧中国梦袁贡献更
大的力量遥 （林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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