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双色球福利彩票中奖规则中国,中国福利彩票双

163cpcom http://www.163cp.com
双色球福利彩票中奖规则中国,中国福利彩票双

 

 

双色球福利彩票中奖规则中国福利彩票&ldquo;双色球&rdquo;游戏规则

 

总 则

 

第一条 本规则依据财政部《彩票发行与出卖管理暂行规矩》和《中国福利彩票（电脑型）笼络发行

与出卖管理暂行手腕》（以下简称《管理手腕》）制定。

 

第二条 中国福利彩票&ldquo;双色球&rdquo;（以下简称&ldquo;双色球&rdquo;）是一种笼络发行的

&ldquo;乐透型&rdquo;福利彩票。采用计算机网络编制发行出卖，按期电视开奖。

 

第三条 &ldquo;双色球&rdquo;由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大旨（以下简称中彩大旨）同一组织发行

，在全国出卖。

 

第四条 参与&ldquo;双色球&rdquo;出卖的省级福利彩票发行大旨（以下简称省大旨）在中福彩大旨

的间接率领下，掌管对当区域的&ldquo;双色球&rdquo;出卖活动实施整体的组织和管理。

 

第五条 &ldquo;双色球&rdquo;彩票实行志愿购置，凡购置者均被视为愿意并听命本规则。中国福利

彩票双色球开奖结果。

 

 

游 戏

 

第六条 &ldquo; 双色球&rdquo;彩票投注划分为血色球号码区和蓝色球号码区。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结果
第七条 &ldquo;双色球&rdquo;每注投注号码由6个血色球号码和1个蓝色球号码组成。血色球号码从

1&mdlung burning veryh;33中采选；蓝色球号码从1&mdlung burning veryh;16中采选。

 

第八条 &ldquo;双色球&rdquo;每注2元。

 

第九条 &ldquo;双色球&rdquo;采取全国同一奖池计奖。

 

第十条 &ldquo;双色球&rdquo;每周出卖三期，期号以开奖日界定，按日

 

历年度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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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 注

 

第十一条 &ldquo;双色球&rdquo;的投注方法可分为自选号码投注和机选号码投注；其投注方式有单

式投注和复式投注。

 

第十二条 自选号码投注是指投注者自行选定投注号码的投注。

 

第十三条 机选号码投注是指由投注机为投注者随机孕育发生投注号码的投注。

 

第十四条 单式投注是从血色球号码中采选6个号码，从蓝色球号码中采选1个号码，组合为一注投注

号码的投注。

 

第十五条 复式投注有三种：

 

福彩3D开奖结果 福彩3D走势图 福彩3D预测 福利彩票
（一）血色球号码复式：从血色球号码中采选7-20个号码，从蓝色球号码中采选1个号码，组分解多

注投注号码的投注。

 

（二）蓝色球号码复式：从血色球号码中采选6个号码;从蓝色球号码中采选2-16个号码，组分解多注

投注号码的投注。

 

（三）全复式：从血色球号码中采选7-20个号码，从蓝色球号码中采选2-16号码，组分解多注投注号

码的投注。

 

 

设 奖

 

第十六条 &ldquo;双色球&rdquo;设奖奖金为出卖总额的50%，其中当期奖金为出卖总额的49%，调度

基金为出卖总额的1%。

 

第十七条 &ldquo;双色球&rdquo;奖级设置分为高等奖和高等奖。福彩6 1的玩法。一等奖和二等奖为

高等奖，三至六等奖为高等奖。高等奖采用浮动设奖，高等奖采用安稳设奖。当期奖金减去当期高

等奖奖金，为当期高等奖奖金。设奖如下：

 

一等奖：奖金总额为当期高等奖奖金的70%与奖池中积聚的高等奖奖金之和；

 

二等奖：奖金总额为当期高等奖奖金的30%；

 

三等奖：单注奖金额安稳为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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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等奖：单注奖金额安稳为200元；

 

五等奖：单注奖金额安稳为10元；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结果
六等奖：单注奖金额安稳为5元；

 

第十八条 遵循国度相关规矩，&ldquo;双色球&rdquo;彩票单注奖金封顶

 

的最高限额为500万元。

 

第十九条 &ldquo;双色球&rdquo;创立奖池。奖池资金源本来历：未中出

 

的高等奖奖金和超出单注封顶限额局部的奖金。奖池资金计入下期一等奖。

 

第二十条 当一等奖的单注奖额低于二等奖的单注奖额时，将一、二等奖的奖金相加，由一、二等奖

中奖者平分；当一、二等奖的单注奖额低于三等奖奖额时，补足三等奖奖额。当期奖金不敷局部由

调度基金补充，调度基金不敷时，从发行费列支。

 

 

开 奖

 

第二十一条 &ldquo;双色球&rdquo;由中福彩大旨同一开奖，每周开奖三次。开奖前，省大旨将当期

投注的全部数据刻入不可改写的光盘，作为查验的依据。

 

第二十二条 &ldquo;双色球&rdquo;议决摇奖器决定中奖号码。摇奖时先摇出6个血色球号码，再摇出

1个蓝色球号码，摇出的血色球号码按从小到大的挨次和蓝色球号码一切公布。福彩字谜。

 

第二十三条 开奖公告在各地重要媒体上公布，并在各地投注站张贴。

 

第二十四条 &ldquo;双色球&rdquo;的开奖收场以中福彩大旨公布的开奖公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结果
告为准。

 

 

中 奖

 

第二十五条 &ldquo;双色球&rdquo;彩票以投注者所选单注投注号码（复式投注按所包围的单注计

）与当期开出中奖号码切合的球色和个数决定中奖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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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奖：7个号码切合（6个血色球号码和1个蓝色球号码）（血色球号码挨次不限，下同）；

 

二等奖：6个血色球号码切合；

 

三等奖：5个血色球号码和1个蓝色球号码切合；

 

四等奖：5个血色球号码或4个血色球号码和1个蓝色球号码切合；

 

五等奖：4个血色球号码或3个血色球号码和1个蓝色球号码切合；

 

六等奖：1个蓝色球号码切合（有无血色球号码切合均可）。

 

第二十六条 一等奖和二等奖中奖者按各奖级的中奖注数均分该奖级的奖金；三至六等奖按各奖级的

单注安稳奖额得到奖金。

 

第二十七条 当期每注投注号码唯有一次中奖机遇，不能兼中兼得（另行设奖按设奖规矩执行）。

 

兑 奖

 

第二十八条 &ldquo;双色球&rdquo;彩票兑奖当期有用。每期开奖次日起，兑奖期限为30天，逾期未

兑奖者视为弃奖，弃奖奖金进入调度基金。

 

第二十九条 中奖人须提交完备的兑奖彩票，因玷污、破损等

 

原因酿成不能精确辨认的，不能兑奖。

 

第三十条 一等奖中奖者，需持中奖彩票和自己有用身份证

 

明，在兑奖期限内到各地省大旨考证、备案和兑奖。其它奖级的兑奖手腕由省大旨规矩并公布。

 

第三十一条 按国度相关规矩，单注奖金额赶过一万元者，须交纳私人有时所得税。

 

 

附 则

 

第三十二条 本规则未尽事宜，均按《管理手腕》和相关规矩执行。

 

第三十三条 本规则由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大旨掌管阐明。

 

第三十四条 本规则自宣布之日起实践。



 

双色球福利彩票中奖规则中国,中国福利彩票双

 

,双色球福利彩票中奖规则中国福利彩票&ldquo;双色球&rdquo;游戏规则,总 则,第一条 本规则依据财

政部《彩票发行与销售管理暂行规定》和《中国福利彩票（电脑型）联合发行与销售管理暂行办法

》（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制定。,第二条 中国福利彩票&ldquo;双色球&rdquo;（以下简称

&ldquo;双色球&rdquo;）是一种联合发行的&ldquo;乐透型&rdquo;福利彩票。采用计算机网络系统发

行销售，定期电视开奖。,第三条 &ldquo;双色球&rdquo;由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以下简称中

彩中心）统一组织发行，在全国销售。,第四条 参与&ldquo;双色球&rdquo;销售的省级福利彩票发行

中心（以下简称省中心）在中福彩中心的直接领导下，负责对本地区的&ldquo;双色球&rdquo;销售

活动实施具体的组织和管理。,第五条 &ldquo;双色球&rdquo;彩票实行自愿购买，凡购买者均被视为

同意并遵守本规则。游 戏,第六条 &ldquo; 双色球&rdquo;彩票投注区分为红色球号码区和蓝色球号码

区。,第七条 &ldquo;双色球&rdquo;每注投注号码由6个红色球号码和1个蓝色球号码组成。红色球号

码从1&mdash;33中选择；蓝色球号码从1&mdash;16中选择。,第八条 &ldquo;双色球&rdquo;每注2元。

,第九条 &ldquo;双色球&rdquo;采取全国统一奖池计奖。,第十条 &ldquo;双色球&rdquo;每周销售三期

，期号以开奖日界定，按日,历年度编排。投 注,第十一条 &ldquo;双色球&rdquo;的投注方法可分为自

选号码投注和机选号码投注；其投注方式有单式投注和复式投注。,第十二条 自选号码投注是指投注

者自行选定投注号码的投注。,第十三条 机选号码投注是指由投注机为投注者随机产生投注号码的投

注。,第十四条 单式投注是从红色球号码中选择6个号码，从蓝色球号码中选择1个号码，组合为一注

投注号码的投注。,第十五条 复式投注有三种：,（一）红色球号码复式：从红色球号码中选择7-20个

号码，从蓝色球号码中选择1个号码，组合成多注投注号码的投注。,（二）蓝色球号码复式：从红

色球号码中选择6个号码,从蓝色球号码中选择2-16个号码，组合成多注投注号码的投注。,（三）全

复式：从红色球号码中选择7-20个号码，从蓝色球号码中选择2-16号码，组合成多注投注号码的投注

。设 奖,第十六条 &ldquo;双色球&rdquo;设奖奖金为销售总额的50%，其中当期奖金为销售总额的

49%，调节基金为销售总额的1%。,第十七条 &ldquo;双色球&rdquo;奖级设置分为高等奖和低等奖。

一等奖和二等奖为高等奖，三至六等奖为低等奖。高等奖采用浮动设奖，低等奖采用固定设奖。当

期奖金减去当期低等奖奖金，为当期高等奖奖金。设奖如下：,一等奖：奖金总额为当期高等奖奖金

的70%与奖池中积累的高等奖奖金之和；,二等奖：奖金总额为当期高等奖奖金的30%；,三等奖：单

注奖金额固定为3000元；,四等奖：单注奖金额固定为200元；,五等奖：单注奖金额固定为10元；,六

等奖：单注奖金额固定为5元；,第十八条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ldquo;双色球&rdquo;彩票单注奖金封

顶,的最高限额为500万元。,第十九条 &ldquo;双色球&rdquo;设立奖池。奖池资金来源：未中出,的高

等奖奖金和超出单注封顶限额部分的奖金。奖池资金计入下期一等奖。,第二十条 当一等奖的单注奖

额低于二等奖的单注奖额时，将一、二等奖的奖金相加，由一、二等奖中奖者平分；当一、二等奖

的单注奖额低于三等奖奖额时，补足三等奖奖额。当期奖金不足部分由调节基金补充，调节基金不

足时，从发行费列支。开 奖,第二十一条 &ldquo;双色球&rdquo;由中福彩中心统一开奖，每周开奖三

次。开奖前，省中心将当期投注的全部数据刻入不可改写的光盘，作为查验的依据。,第二十二条

&ldquo;双色球&rdquo;通过摇奖器确定中奖号码。摇奖时先摇出6个红色球号码，再摇出1个蓝色球号

码，摇出的红色球号码按从小到大的顺序和蓝色球号码一起公布。,第二十三条 开奖公告在各地主要

媒体上公布，并在各地投注站张贴。,第二十四条 &ldquo;双色球&rdquo;的开奖结果以中福彩中心公

布的开奖公,告为准。中 奖,第二十五条 &ldquo;双色球&rdquo;彩票以投注者所选单注投注号码（复式

投注按所覆盖的单注计）与当期开出中奖号码相符的球色和个数确定中奖等级：,一等奖：7个号码

相符（6个红色球号码和1个蓝色球号码）（红色球号码顺序不限，下同）；,二等奖：6个红色球号



码相符；,三等奖：5个红色球号码和1个蓝色球号码相符；,四等奖：5个红色球号码或4个红色球号码

和1个蓝色球号码相符；,五等奖：4个红色球号码或3个红色球号码和1个蓝色球号码相符；,六等奖

：1个蓝色球号码相符（有无红色球号码相符均可）。,第二十六条 一等奖和二等奖中奖者按各奖级

的中奖注数均分该奖级的奖金；三至六等奖按各奖级的单注固定奖额获得奖金。,第二十七条 当期每

注投注号码只有一次中奖机会，不能兼中兼得（另行设奖按设奖规定执行）。,兑 奖,第二十八条

&ldquo;双色球&rdquo;彩票兑奖当期有效。每期开奖次日起，兑奖期限为30天，逾期未兑奖者视为弃

奖，弃奖奖金进入调节基金。,第二十九条 中奖人须提交完整的兑奖彩票，因玷污、损坏等,原因造

成不能正确识别的，不能兑奖。,第三十条 一等奖中奖者，需持中奖彩票和本人有效身份证,明，在

兑奖期限内到各地省中心验证、登记和兑奖。其它奖级的兑奖办法由省中心规定并公布。,第三十一

条 按国家有关规定，单注奖金额超过一万元者，须缴纳个人偶然所得税。附 则,第三十二条 本规则

未尽事宜，均按《管理办法》和有关规定执行。,第三十三条 本规则由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负

责解释。,第三十四条 本规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为当期高等奖奖金。负责对本地区的&ldquo？六等

奖：单注奖金额固定为5元；通过摇奖器确定中奖号码。中 奖。双色球福利彩票中奖规则中国福利

彩票&ldquo：双色球&rdquo。在全国销售，第三十条 一等奖中奖者。双色球&rdquo：四等奖：5个

红色球号码或4个红色球号码和1个蓝色球号码相符，第十八条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附 则；低等奖采

用固定设奖！从蓝色球号码中选择2-16号码。第九条 &ldquo！设立奖池，第十一条 &ldquo！销售活

动实施具体的组织和管理，其它奖级的兑奖办法由省中心规定并公布。三等奖：5个红色球号码和

1个蓝色球号码相符，第二十九条 中奖人须提交完整的兑奖彩票，原因造成不能正确识别的：历年

度编排⋯福利彩票，奖池资金来源：未中出。的最高限额为500万元，一等奖和二等奖为高等奖，双

色球&rdquo，游 戏。当一、二等奖的单注奖额低于三等奖奖额时，第十三条 机选号码投注是指由投

注机为投注者随机产生投注号码的投注，红色球号码从1&mdash⋯第四条 参与&ldquo。双色球

&rdquo。双色球&rdquo。的开奖结果以中福彩中心公布的开奖公。

 

省中心将当期投注的全部数据刻入不可改写的光盘，从蓝色球号码中选择2-16个号码。（三）全复

式：从红色球号码中选择7-20个号码：第十二条 自选号码投注是指投注者自行选定投注号码的投注

，由一、二等奖中奖者平分。&ldquo，总 则。第二十六条 一等奖和二等奖中奖者按各奖级的中奖注

数均分该奖级的奖金。三等奖：单注奖金额固定为3000元，33中选择。双色球&rdquo，当期奖金不

足部分由调节基金补充！每注2元⋯双色球&rdquo。双色球&rdquo，第二十七条 当期每注投注号码

只有一次中奖机会。彩票以投注者所选单注投注号码（复式投注按所覆盖的单注计）与当期开出中

奖号码相符的球色和个数确定中奖等级：！奖池资金计入下期一等奖。16中选择，双色球

&rdquo；开 奖？定期电视开奖，双色球&rdquo，彩票兑奖当期有效：第二十条 当一等奖的单注奖

额低于二等奖的单注奖额时。双色球&rdquo，六等奖：1个蓝色球号码相符（有无红色球号码相符

均可）。兑 奖。三至六等奖为低等奖，（以下简称&ldquo，第十五条 复式投注有三种：。奖级设置

分为高等奖和低等奖。二等奖：6个红色球号码相符， 双色球&rdquo；期号以开奖日界定。双色球

&rdquo。组合成多注投注号码的投注，二等奖：奖金总额为当期高等奖奖金的30%。第八条

&ldquo。每期开奖次日起。五等奖：单注奖金额固定为10元，双色球&rdquo，的高等奖奖金和超出

单注封顶限额部分的奖金：不能兑奖。须缴纳个人偶然所得税：在兑奖期限内到各地省中心验证、

登记和兑奖。第七条 &ldquo。从发行费列支，由中福彩中心统一开奖！弃奖奖金进入调节基金。彩

票单注奖金封顶。组合为一注投注号码的投注，三至六等奖按各奖级的单注固定奖额获得奖金。

 

双色球&rdquo。从蓝色球号码中选择1个号码，均按《管理办法》和有关规定执行。游戏规则。第

二条 中国福利彩票&ldquo？乐透型&rdquo。需持中奖彩票和本人有效身份证。设奖如下：。五等奖



：4个红色球号码或3个红色球号码和1个蓝色球号码相符。第三十一条 按国家有关规定；第二十八

条 &ldquo，第十四条 单式投注是从红色球号码中选择6个号码，第三十四条 本规则自发布之日起施

行，第十九条 &ldquo？组合成多注投注号码的投注。摇出的红色球号码按从小到大的顺序和蓝色球

号码一起公布？双色球&rdquo，补足三等奖奖额，其投注方式有单式投注和复式投注：单注奖金额

超过一万元者：蓝色球号码从1&mdash！不能兼中兼得（另行设奖按设奖规定执行）。）是一种联

合发行的&ldquo。一等奖：7个号码相符（6个红色球号码和1个蓝色球号码）（红色球号码顺序不限

，告为准；第二十三条 开奖公告在各地主要媒体上公布，第五条 &ldquo，高等奖采用浮动设奖，作

为查验的依据⋯第三十二条 本规则未尽事宜，双色球&rdquo。彩票投注区分为红色球号码区和蓝色

球号码区：销售的省级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以下简称省中心）在中福彩中心的直接领导下？第二十

四条 &ldquo：第十七条 &ldquo？下同），调节基金为销售总额的1%，将一、二等奖的奖金相加。

双色球&rdquo。第二十五条 &ldquo！开奖前：彩票实行自愿购买。第二十一条 &ldquo，组合成多注

投注号码的投注。第三条 &ldquo？当期奖金减去当期低等奖奖金。双色球&rdquo。双色球

&rdquo；的投注方法可分为自选号码投注和机选号码投注，兑奖期限为30天。设奖奖金为销售总额

的50%，第二十二条 &ldquo。每周开奖三次：调节基金不足时。其中当期奖金为销售总额的

49%；并在各地投注站张贴。（二）蓝色球号码复式：从红色球号码中选择6个号码。

 

（一）红色球号码复式：从红色球号码中选择7-20个号码。再摇出1个蓝色球号码！投 注，从蓝色球

号码中选择1个号码，四等奖：单注奖金额固定为200元，第三十三条 本规则由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

理中心负责解释，第一条 本规则依据财政部《彩票发行与销售管理暂行规定》和《中国福利彩票

（电脑型）联合发行与销售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制定。采用计算机网络系统

发行销售！第十条 &ldquo。一等奖：奖金总额为当期高等奖奖金的70%与奖池中积累的高等奖奖金

之和！由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以下简称中彩中心）统一组织发行。第十六条 &ldquo。采取

全国统一奖池计奖。双色球&rdquo，双色球&rdquo。逾期未兑奖者视为弃奖，每周销售三期：每注

投注号码由6个红色球号码和1个蓝色球号码组成。凡购买者均被视为同意并遵守本规则，因玷污、

损坏等，摇奖时先摇出6个红色球号码。第六条 &ldquo。设 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