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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 我是山东鱼台的 我想加盟福利彩票店 我有职位地方还不错的门面房 我想理会一下投资的题目

 

请求程序、费用、哀求如下，作个参考吧：（一）场地哀求 1、请求人必必要有不变产权的门面或

许有租赁权的门面一间； 面积不低于10平米； 2、必需专业策划福利彩票，你看2、必须具有初中及

其以上文化。不得处置其它非福利彩票策划。 （二）请求人员哀求: 1、必需是具有独立民事行为的

私人或许企业单位； 2、必需具有初中及其以上文明，年龄不赶过60岁； 3、必需是业主自己或许其

眷属投资策划； 4、必需经由过程市福彩主题组织的对业主彩票策划本事的相关考核 （三）申办流

程 1、请求者自己到南岸区福彩管事站填写《新建福彩站点请求审批表》； 2、带自己身份证复印件

、房屋产权阐发书或许房屋租赁合同复印件，担保人身份证复印件。山东齐鲁福利彩票。对比一下

山东福彩。(担保人不能是夫妻干系)； 3、福彩管事站受理了业主的建站请求以还，五个管事日内到

该新建站点实地观察，看能否与现有投注站争论，其实上文。看能否在该地段可新建投注站，并最

终将勘察定见上报市福彩主题市场二部； 4、倘若站点地段审核经由过程，业主策划本事考试成就

合格，福彩主题会关照请求者到市福彩主题管制建站手续。看着具有。管制建站手续时，需带上请

求者自己身份证复印件、投注机押金、房屋租赁协议复印件（或房屋产权书复印件）。初中。 （四

）投注站交纳押金及提成境况：好彩网。相比看山东福彩。你看

 

由发行 　　　　

 

山东省福利彩票
 1、投注站策划是依据发卖量的7.5%提取收益的。想知道2、必须具有初中及其以上文化。（福彩专

卖店准则）。听听山东省福利彩票中心。投注站自行租赁的门面费用、约请发卖员等费用由业主自

行承受。 2、为避免资金风险，新建投注站需一次性交纳元押金，你看必须。待该站撤销时合座退

还。（主城区准则） 3、投注站自管制之日起，必需交纳100元/月的机器折旧费（每月交福彩主题

），听听双色球选号机。60元/月的电信网络费用（每月交本地电信局），对比一下及其。机器安全

费用80元/年（每年一次，听说以上。交福彩主题）。 4、投注机配置维修、庇护目前收费，投注站

耗材运用目前收费，彩票策划不论制工商税务执照，山东省福利彩票。目前不交纳各项税费。 5、

站点请求者不分性别、职业，山东福彩。目前是独立申办，优胜劣汰、公道角逐，在同等条件下

，优先研商下岗、赋闲人员。对于山东福彩。

 

你好  我是河南长垣的  开彩票投注站是一个不错的事业，利国利民，对于山东齐鲁福利彩票。又为

自己带来支出。据我所知，加盟福彩投注站全国各省加盟费不一样，文化。你可能跟你本地的彩票

主题打个电话问一下就明白了，                  祝你早日能开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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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福彩
是不是我买的号码 跟出奖的号码有没有位置限制？,没有位置限制，根据你的情况，你就中奖了，单

注奖金680元 ,详情看下面：山东福彩群英会的开奖办法中国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决定在山东省发行中

国福利彩票“齐鲁风采�群英会”（以下简称群英会）游戏，由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承销。现

将发行时间及有关游戏规则公告如下：一、 发行时间自2009年4月26日起，在山东省电脑福利彩票投

注站正式开通群英会游戏，接受该游戏投注。该游戏销售时间为每天9点到17点，20点到22点，每

15分钟销售开奖一期，全天共销售40期。二、 游戏规则群英会游戏是在23位山东古代名将中选择

1—10个（用1—23共23个代码表示）进行投注，根据对照摇奖产生的5个中奖号码确定是否中奖和奖

金多少的彩票游戏。根据选号的多少和顺序，群英会玩法分为顺选、围选和任选。根据选择投注号

码的个数和摇奖的顺序，分为顺一、顺二、顺三投注；根据选择投注号码的个数和摇奖的位次，分

为围一、围二、围三、围四投注；根据选择投注号码的个数不按摇奖的顺序和位次，分为任一、任

二、任三、任四、任五、任六、任七、任八、任九、任十投注。详见《中国福利彩票“齐鲁风采

�群英会”游戏山东省承销细则》。群英会游戏实行限号发行，即每期每注号码限量销售，并根据

实际销售额动态放号。三、 设奖方案群英会返奖奖金为当期销售总额的59%，其中1%为调节基金。

群英会实行固定设奖，当期奖金兑付后的余额进入奖池。各投注方式中奖奖金和中奖规则为：一 顺

选奖顺三奖：顺选投注的三位号码与当期开出的前三个中奖号码及其顺序相同即中奖，单注奖金元

；顺二奖：顺选投注的两位号码与当期开出的前两个中奖号码及其顺序相同即中奖，单注奖金590元

；顺一奖：顺选投注的一位号码与当期开出的第一个中奖号码相同即中奖，单注奖金26元。二围选

奖围四奖：围选投注的四个号码与当期开出的前四个中奖号码相符（顺序不限）即中奖，单注奖金

元；围三奖：围选投注的三个号码与当期开出的前三个中奖号码相符（顺序不限）即中奖，单注奖

金2000元；围二奖：围选投注的两个号码与当期开出的前两个中奖号码相符（顺序不限）即中奖

，单注奖金300元；围一奖：围选投注的一个号码与当期开出的第一个中奖号码相同即中奖，单注奖

金25元。三任选奖任十奖：任选投注十个号码中的任意五个与当期开出的五个中奖号码相符即中奖

，单注奖金150元；任九奖：任选投注九个号码中的任意五个与当期开出的五个中奖号码相符即中奖

，单注奖金300元；任八奖：任选投注八个号码中的任意五个与当期开出的五个中奖号码相符即中奖

，单注奖金680元；任七奖：任选投注七个号码中的任意五个与当期开出的五个中奖号码相符即中奖

，单注奖金1800元；任六奖：任选投注六个号码中的任意五个与当期开出的五个中奖号码相符即中

奖，单注奖金6500元；任五中五奖：任选投注的五个号码与当期开出的五个中奖号码相符即中奖

，单注奖金元；任五中四奖：任选投注的五个号码中的任意四个号码与当期开出的五个中奖号码中

的任意四个相符即中奖，单注奖金150元；任五中三奖：任选投注的五个号码中的任意三个号码与当

期开出的五个中奖号码中的任意三个相符即中奖，单注奖金10元；任四中四奖：任选投注的四个号

码与当期开出的五个中奖号码中的任意四个相符即中奖，单注奖金1000元；任四中三奖：任选投注

的四个号码中的任意三个号码与当期开出的五个中奖号码中的任意三个相符即中奖，单注奖金30元

；任三中三奖：任选投注的三个号码与当期开出的五个中奖号码中的任意三个相符即中奖，单注奖

金100元；任三中二奖：任选投注的三个号码中的任意两个号码与当期开出的五个中奖号码中的任意

两个相符即中奖，单注奖金5元；任二奖：任选投注的两个号码与当期开出的五个中奖号码中的任意

两个相符即中奖，单注奖金30元；任一奖：任选投注的一个号码与当期开出的五个中奖号码中的任

意一个相符即中奖，单注奖金5元。四、开奖和兑奖群英会按期次开奖。采用专用电子开奖设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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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个号码中随机开出一组5个号码并按照开出先后顺序以第一位到第五位排列作为当期中奖号码。开

奖号码通过与数据中心连接的视频设备在投注站显示。,  群英会兑奖当期有效，每期开奖次日起30天

（含30天）为兑奖期，逾期未兑奖者视为弃奖，弃奖奖金进入调节基金。单张彩票中奖5000元（含

）以下者，在投注站兑奖；单张彩票中奖5000元以上者，凭中奖彩票和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到所在市

福彩中心兑奖；单张彩票中奖金额在50万元以上（含）者，须持中奖彩票和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到山

东省福彩中心兑奖。,没有 ,2块一注的那个要买几个号？特别号码需要自己选定吗？,30选7,是7+1的玩

法即7个基本号+特别号,你选对7个基本号就是一等奖,选对6个基本号1个特别号就是二等奖.依次类推

.,既然是30选7,那就是从1-30中选出7个数字来,也可以机选 ,齐鲁风采�30选7”电脑福利彩票设奖方案

,中奖号码〉〉,  基 本 号 码   特别号码, 几率 （1/N）, 奖金, ,● ● ● ● ● ● ●  ★, ,中奖等级, 一等奖

, ● ● ● ● ● ● ● 选7中（7）, 高等奖总奖金的70%除以中奖个数, , 二等奖 , ● ● ● ● ● ● ★ 选

7中（6＋1）, 高等奖总奖金的10%除以中奖个数, , 三等奖 , ● ● ● ● ● ● ○ 选7中（6）, 高等奖总

奖金的20%除以中奖个数, , 四等奖 , ● ● ● ● ● ★ ○ 选7中（5＋1）, 4406 200元, , 五等奖 , ● ● ●

● ● ○ ○ 选7中（5）, 420 50元, , 六等奖 , ● ● ● ● ★ ○ ○ 选7中（4＋1）, 252 10元, ,七等奖, ● ●

● ● ○ ○ ○ 选7中（4）, 38 5元, ,“齐鲁风采�7/30”电脑福利彩票承销细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

据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颁发的《中国福利彩票（电脑乐透型）发行规则》，结合计算机网络

技术和乐透型彩票玩法的特点，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中国福利彩票（电脑乐透型）”由中国福利

彩票发行管理中心（以下简称“中彩中心”）统一发行。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在所辖区域

内承销“中国福利彩票（电脑乐透型）”(以下简称“齐鲁风采�7/30”)。 第三条 “齐鲁风采

�7/30”采用计算机网络系统发行销售，定期电视开奖。 第四条 “齐鲁风采�7/30”实行自愿购买

，凡购票者均被视为同意遵守本细则。 第五条 未成年人不得购买彩票。 第二章 发 行 第六条 “齐鲁

风采�7/30”的发行权属中彩中心，主要包括：中国福利彩票名称及标识的专有权，各地发行额度

的分配和调控权，各项资金比例的确定和调整权，投注单和彩票专用纸的监制权等。 第七条 山东省

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按中彩中心“统一玩法规则、统一硬件标准、统一运行软件、统一管理模式

、统一实时监控”的原则，承销“齐鲁风采�7/30”并接受中彩中心的监控。 第八条 山东省福利彩

票发行管理中心在承销区域内设置投注站，并统一核发销售许可证。投注站按统一制式标准建设

，展示销售许可证，接受公众监督。 第三章 投 注 ,第九条 “齐鲁风采�7/30”采用组合式玩法，即

从1-30共30个数字号码中选择7个号码进行投注，一组7个号码的组合称为一注。每注金额2元。 第十

条 “齐鲁风采�7/30”按期销售，期号以开奖日界定，按日历年编排。 第十一条 投注者可在山东省

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设置的任何一个投注站投注。投注方法可分为自选号码投注和机选号码投注

；当期投注和多期投注；单式投注、复式投注和基数组合投注（亦称胆拖投注）。 第十二条 投注站

投注为有纸投注，投注号码经投注机打印为对奖凭证，交投注者保存，此对奖凭证即为“齐鲁风采

�7/30”彩票。 第十三条 自选号码投注即将投注者选定的号码输入投注机进行投注；机选号码投注

即由投注机随机产生投注号码进行投注。 第十四条 当期投注是指只购买当期彩票；多期投注是指购

买从当期起连续若干期的彩票。 第十五条 单式投注是在30个号码中选择一组7个号码的组合为一注

的单注投注；复式投注是在30个号码中选择8至16个号码，将每7个号码的所有组合方式均作为一组

投注号码的多注投注；基数组合投注是在30个号码中选择1至6个号码作为每注都有的基数号码，再

补充其它不同的号码，进行每7个号码为一组的多注投注。 ,第四章 设奖 第十六条 “齐鲁风采

�7/30”的彩票销售总额称为彩票资金，由彩票公益金、返奖奖金和发行经费三部分组成。返奖奖

金为销售总额的50%，返奖奖金分为当期奖金和调节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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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鲁风采�7/30”当期设奖分为7个奖等，一、二、三等奖为高奖

等，四、五、六、七等奖为低奖等。低奖等采用固定金额设奖，高奖等采用浮动设奖。当期奖金减

去低奖等总奖金后的余额为当期高奖等总奖金，各高奖等奖金额按比例分配。各奖等奖额规定如下



： 一等奖：奖金额是高奖等总奖金的70%； 二等奖：奖金额是高奖等总奖金的10%； 三等奖：奖金

额是高奖等总奖金的20%； 四等奖：单注奖额固定为200元； 五等奖：单注奖额固定为50元； 六等

奖：单注奖额固定为10元； 七等奖：单注奖额固定为5元； 第十八条 “齐鲁风采�7/30”设置奖池

，奖池由滚存的未中出的浮动奖金组成，包括未中出的浮动奖奖金和超出头等奖单注封顶限额部分

的奖金。 第十九条 高奖等单注奖金最高限额按国家有关规定不得超过500万元，超过部分进入奖池

计入下期一等奖。 第二十条 调节基金包括按销售总额1%提取部分、弃奖收入、浮动奖奖金取整后

的余额、逾期未退票的票款。调节基金用于设置特别奖，调节浮动奖奖金，支付各种不可预见情况

下的奖金支出风险。 第二十一条 特别奖由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根据彩票市场情况设定，设

立特别奖动用调节基金时，经省财政厅审批后，提前向社会公告。特别奖单注奖额不得超过500万元

。 第二十二条 若当期高奖等单注奖额低于其次奖等奖额，应保证高奖等的实际奖额高于其次奖等单

注奖额一倍，资金来源由调节基金补足，调节基金不足时由发行经费列支。 第五章 开奖 第二十三

条 “齐鲁风采�7/30”每周开奖三次。摇奖过程在公证人员和群众监督下进行，由电视台播出。 第

二十四条 “齐鲁风采�7/30”通过摇奖器确定中奖号码，摇奖使用中彩中心指定的专用摇奖设备。

第二十五条 “齐鲁风采�7/30”中奖号码由7个基本号码和1个特别号码组成。摇奖时先摇出7个基本

号码，后摇出1个特别号码。摇出的7个基本号码和1个特别号码分别按升序排序公布。 第二十六条

摇奖前，将当期投注的全部数据刻入不可改写的光盘。摇奖后，以光盘记录的数据为准进行开奖处

理。 第二十七条 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在每期开奖后，将当期销售总额、中奖号码、各奖等

中奖注数和奖额以及奖池余额，通过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布，并在各投注站张贴开奖公告。 第六章 中

奖 第二十八条 “齐鲁风采�7/30”根据投注号码与当期中奖号码相符个数的多少确定中奖资格： 一

等奖：单注投注号码与当期中奖号码中7个基本号码全部相同（顺序不限,下同）； 二等奖：单注投

注号码与当期中奖号码中任意6个基本号码及特别号码相同； 三等奖：单注投注号码与当期中奖号

码中任意6个基本号码相同； 四等奖：单注投注号码与当期中奖号码中任意5个基本号码及特别号码

相同； 五等奖：单注投注号码与当期中奖号码中任意5个基本号码相同； 六等奖：单注投注号码与

当期中奖号码中任意4个基本号码及特别号码相同； 七等奖：单注投注号码与当期中奖号码中任意

4个基本号码相同。 第二十九条 一、二、三等奖中奖者按各奖等的中奖注数均分该奖等奖金额；四

、五、六、七等奖中奖者按各奖等的单注固定奖额获得奖金。 第三十条 每个投注号码只有一次中奖

机会，不能兼中兼得，特别设奖除外。 ,第七章 兑奖 第三十一条 “齐鲁风采�7/30”兑奖当期有效

。每期开奖次日起35天内（含35天）为兑奖期，逾期未领奖者视为弃奖，弃奖奖金进入调节基金。

第三十二条 中奖彩票是兑奖凭证，因玷污、损坏等原因不能正确识别的为无效彩票，不能兑奖。 第

三十三条 一、二、三等奖中奖者须在开奖后72小时内用电话、传真或当面通知等方式，向山东省福

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和所在市（地）福利彩票销售管理中心申报中奖者姓名、住址和有效身份证件

号码。 第三十四条 一等奖中奖者，须持中奖彩票和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在兑奖期限内到山东省福利

彩票发行管理中心登记兑奖。 第三十五条 二、三等奖中奖者，须持中奖彩票和本人有效身份证件

，在兑奖期限内到购票所在市（地）福利彩票销售管理中心登记兑奖。 第三十六条 四、五、六、七

等奖中奖者，持中奖彩票到原购票的投注站兑奖。 第三十七条 单注奖金额一万元以上中奖者须依法

缴纳个人所得税，由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或市（地）福利彩票销售管理中心代扣代缴。 第

三十八条 兑奖机构有权查验中奖者的中奖彩票及有效身份证件，兑奖者应予以配合。 第三十九条

凡伪造、涂改中奖彩票冒领奖金者，送交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 ,第八章 附则 第四十条 本细则由

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解释、修订。 第四十一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山东省福利彩

票发行中心 2000年5月1日 ,群英会”采用按位次选择投注号码快速开奖电脑彩票游戏，即从23位齐鲁

古代名将（以1-23个号码代表）中选择1～10位（用代码表示）进行投注，一组1～3位号码（代码

）的排列或1～10位号码的组合称为一注，每注金额人民币2元。可以进行加倍投注，每注最高倍数



为50倍。,“群英会”投注方式分为顺选投注、围选投注和任选投注。,顺选投注：是指从号码

1～23中任意选择1～3个号码的唯一排列作为一注投注号码进行顺选对奖的投注方式，分为顺一到顺

三；,围选投注：是指从号码1～23中任意选择1～4个号码的任意组合作为一注投注号码进行围选对奖

的投注方式，分为围一到围四；,任选投注：是指从号码1～23中任意选择1～10个号码的任意组合作

为一注投注号码进行任选对奖的投注方式，分为任一到任十。,群英会”采用固定奖金设奖，按所设

奖金等级兑奖。具体设奖如下：,(一) 顺选奖 ,顺一奖：单注奖金固定为26元；,顺二奖：单注奖金固

定为590元；,顺三奖：单注奖金固定为元。,(二) 围选奖 ,围一奖：单注奖金固定为25元；,围二奖：单

注奖金固定为300元；,围三奖：单注奖金固定为2000元；,围四奖：单注奖金固定为元。,(二) 任选奖

,任一奖：单注奖金固定为5元；,任二奖：单注奖金固定为30元；,任三中三奖：单注奖金固定为100元

；,任三中二奖：单注奖金固定为5元；,任四中四奖：单注奖金固定为1000元；,任四中三奖：单注奖

金固定为30元；,任五中五奖：单注奖金固定为元；,任五中四奖：单注奖金固定为150元；,任五中三

奖：单注奖金固定为10元；,任六奖：单注奖金固定为6500元；,任七奖：单注奖金固定为1800元；,任

八奖：单注奖金固定为680元；,任九奖：单注奖金固定为300元；,任十奖：单注奖金固定为150元

；,小知识：山东群英会23位名将一览,23位古代名将从春秋到清朝，是各个朝代最具代表性的历史名

将或军事家，彩票爱好者通过投注，在娱乐消费中彰扬了山东人对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贡献，激发

出当代山东人爱国、爱山东的创业豪情。,这些名将分别是,1、姜尚 2、孙武 3、曹刿 4、吴起 5、孙

膑 ,6、蒙恬 7、田横 8、彭越 9、陈汤 10、樊崇 ,11、于禁 12、诸葛亮 13、羊祜(hu)  14、李勣(ji)

,15、程咬金 16、秦琼 17、黄巢 18、庞籍 19、宋江 ,20、李全 21、唐赛尔 22、戚继光 23、朱红灯,忠

肝义胆壮山河，一腔血流不尽英雄本色！ ,个人更乐观和发热量和认识方法和领土和结合各位高 ,1、

姜尚 2、孙武 3、曹刿 4、吴起 5、孙膑 ,6、蒙恬 7、田横 8、彭越 9、陈汤 10、樊崇 ,11、于禁 12、诸

葛亮 13、羊祜(hu)  14、李勣(ji)  ,15、程咬金 16、秦琼 17、黄巢 18、庞籍 19、宋江 ,20、李全 21、唐

赛尔 22、戚继光 23、朱红灯 ,1、姜尚,2、孙武,3、曹刿,4、吴起,5、孙膑,6、蒙恬,7、田横,8、彭越

,9、陈汤,10、樊崇,11、于禁,12、诸葛亮,13、羊祜,14、李勣,15、程咬金,16、秦琼,17、黄巢,18、庞籍

,19、宋江,20、李全,21、唐赛尔,22、戚继光,23、朱红灯 ,那位朋友能告诉我09年7月30号开奖双色球的

号码多少？？,红色球号码(从小到大)04 07 11 15 16 17 红色球号码(摇奖顺序 07 15 04 11 17 16 蓝色球号

码 02 ,09088期双色球开奖结果 ,开奖日期：2009-07-30 ,兑奖截至日期：2009-09-27 ,本期投注总额：

204,688,536.00元 ,本期开奖号码 0 ,0元奖金滚入下一期一等奖奖池 ,奖项 中奖注数 每注奖额 ,一等奖

0注 0元 ,二等奖 78注元 ,三等奖 490注 3000元 ,四等奖注 200元 ,五等奖注 10元 ,六等奖注 5元 ,那位朋友

能告诉我09年7月30号开奖双色球的号码多少？？ ,您好,双色球期开奖号码：04 07 11 15 16 17 +02

,09088期双色球开奖结果 ,开奖日期：2009-07-30 ,兑奖截至日期：2009-09-27 ,本期投注总额：

204,688,536.00元 ,本期开奖号码 04 07 11 15 16 17+02 ,0元奖金滚入下一期一等奖奖池 ,奖项 中奖注数 每

注奖额 ,一等奖 0注 0元 ,二等奖 78注元 ,三等奖 490注 3000元 ,四等奖注 200元 ,五等奖注 10元 ,六等奖注

5元 ,祝君好运中奖。 ,2块一注的那个要买几个号。群英会实行固定设奖；高奖等采用浮动设奖。即

从1-30共30个数字号码中选择7个号码进行投注。单注奖金150元。 第二条 “中国福利彩票（电脑乐

透型）”由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以下简称“中彩中心”）统一发行。在23个号码中随机开

出一组5个号码并按照开出先后顺序以第一位到第五位排列作为当期中奖号码！单注奖金590元，围

选投注：是指从号码1～23中任意选择1～4个号码的任意组合作为一注投注号码进行围选对奖的投注

方式⋯任八奖：单注奖金固定为680元；单注奖金元？1、姜尚。详见《中国福利彩票“齐鲁风采

�群英会”游戏山东省承销细则》，分为任一、任二、任三、任四、任五、任六、任七、任八、任

九、任十投注；单张彩票中奖5000元以上者。 第六章 中奖 第二十八条 “齐鲁风采�7/30”根据投注

号码与当期中奖号码相符个数的多少确定中奖资格： 一等奖：单注投注号码与当期中奖号码中7个

基本号码全部相同（顺序不限，22、戚继光；你就中奖了，第九条 “齐鲁风采�7/30”采用组合式



玩法。单注奖金680元， 第十七条 “齐鲁风采�7/30”当期设奖分为7个奖等，四、五、六、七等奖

为低奖等⋯单张彩票中奖金额在50万元以上（含）者；11、于禁。8、彭越！这些名将分别是； 第十

九条 高奖等单注奖金最高限额按国家有关规定不得超过500万元，688，送交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

，一组1～3位号码（代码）的排列或1～10位号码的组合称为一注。688， 五等奖：单注投注号码与

当期中奖号码中任意5个基本号码相同， 第三十四条 一等奖中奖者⋯既然是30选7，弃奖奖金进入调

节基金⋯ 七等奖：单注奖额固定为5元。 38 5元：任五中四奖：任选投注的五个号码中的任意四个号

码与当期开出的五个中奖号码中的任意四个相符即中奖，通过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布。顺二奖：单注

奖金固定为590元。

 

奖项 中奖注数 每注奖额 ！一腔血流不尽英雄本色；那位朋友能告诉我09年7月30号开奖双色球的号

码多少，你选对7个基本号就是一等奖， 第三十条 每个投注号码只有一次中奖机会，接受公众监督

，依次类推；单注奖金10元：六等奖注 5元 ，设立特别奖动用调节基金时！任二奖：任选投注的两

个号码与当期开出的五个中奖号码中的任意两个相符即中奖；● ● ● ● ● ● ●  ★；任七奖：单

注奖金固定为1800元！  基 本 号 码   特别号码： 二等奖：单注投注号码与当期中奖号码中任意6个基

本号码及特别号码相同。围四奖：单注奖金固定为元？  群英会兑奖当期有效，任九奖：任选投注九

个号码中的任意五个与当期开出的五个中奖号码相符即中奖， 第十四条 当期投注是指只购买当期彩

票。是7+1的玩法即7个基本号+特别号！二围选奖围四奖：围选投注的四个号码与当期开出的前四

个中奖号码相符（顺序不限）即中奖！围三奖：围选投注的三个号码与当期开出的前三个中奖号码

相符（顺序不限）即中奖，四、五、六、七等奖中奖者按各奖等的单注固定奖额获得奖金。四等奖

注 200元 ，4、吴起。

 

536； ● ● ● ● ● ● ● 选7中（7），1、姜尚 2、孙武 3、曹刿 4、吴起 5、孙膑 ，凭中奖彩票和本

人有效身份证件到所在市福彩中心兑奖，在投注站兑奖。开奖日期：2009-07-30 ，任十奖：单注奖

金固定为150元。调节基金不足时由发行经费列支。09088期双色球开奖结果 。各高奖等奖金额按比

例分配，顺三奖：单注奖金固定为元。中奖号码〉〉⋯每期开奖次日起35天内（含35天）为兑奖期

，536。 第七条 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按中彩中心“统一玩法规则、统一硬件标准、统一运

行软件、统一管理模式、统一实时监控”的原则。9、陈汤！围一奖：单注奖金固定为25元，激发出

当代山东人爱国、爱山东的创业豪情。二、 游戏规则群英会游戏是在23位山东古代名将中选择

1—10个（用1—23共23个代码表示）进行投注，根据选择投注号码的个数和摇奖的位次。单注奖金

300元。12、诸葛亮，特别号码需要自己选定吗，包括未中出的浮动奖奖金和超出头等奖单注封顶限

额部分的奖金，选对6个基本号1个特别号就是二等奖。单注奖金5元⋯ 第二十四条 “齐鲁风采

�7/30”通过摇奖器确定中奖号码，详情看下面：山东福彩群英会的开奖办法中国福利彩票发行中

心决定在山东省发行中国福利彩票“齐鲁风采�群英会”（以下简称群英会）游戏。

 

兑奖者应予以配合。6、蒙恬，15、程咬金 16、秦琼 17、黄巢 18、庞籍 19、宋江 。任五中五奖：单

注奖金固定为元。即每期每注号码限量销售，按日历年编排。持中奖彩票到原购票的投注站兑奖

，围二奖：围选投注的两个号码与当期开出的前两个中奖号码相符（顺序不限）即中奖， ● ● ●

● ○ ○ ○ 选7中（4），(一) 顺选奖 。 第十二条 投注站投注为有纸投注，中奖等级，一组7个号码

的组合称为一注？单注奖金26元，本期投注总额： 204？任六奖：任选投注六个号码中的任意五个与

当期开出的五个中奖号码相符即中奖。其中1%为调节基金，顺一奖：顺选投注的一位号码与当期开

出的第一个中奖号码相同即中奖。单注奖金30元： 第二十九条 一、二、三等奖中奖者按各奖等的中

奖注数均分该奖等奖金额。任四中三奖：单注奖金固定为30元； 高等奖总奖金的70%除以中奖个数



。双色球期开奖号码：04 07 11 15 16 17 +02 ？ 第二十五条 “齐鲁风采�7/30”中奖号码由7个基本号

码和1个特别号码组成。18、庞籍⋯单注奖金100元：应保证高奖等的实际奖额高于其次奖等单注奖

额一倍。(二) 任选奖 。超过部分进入奖池计入下期一等奖：六等奖注 5元 ，单注奖金2000元，围三

奖：单注奖金固定为2000元。 第二十六条 摇奖前， 二等奖 。是各个朝代最具代表性的历史名将或

军事家！每15分钟销售开奖一期？凡购票者均被视为同意遵守本细则。0元奖金滚入下一期一等奖奖

池 。小知识：山东群英会23位名将一览。 七等奖：单注投注号码与当期中奖号码中任意4个基本号

码相同？ 四等奖 ，20、李全 21、唐赛尔 22、戚继光 23、朱红灯 ：三等奖 490注 3000元 。弃奖奖金

进入调节基金。摇奖过程在公证人员和群众监督下进行，每期开奖次日起30天（含30天）为兑奖期

？一等奖 0注 0元 ，分为顺一、顺二、顺三投注，特别奖单注奖额不得超过500万元。 五等奖 ？其中

当期奖金为销售总额的49%！二等奖 78注元 。 第三十五条 二、三等奖中奖者。

 

13、羊祜，投注方法可分为自选号码投注和机选号码投注。 第八条 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在

承销区域内设置投注站，那位朋友能告诉我09年7月30号开奖双色球的号码多少？将当期销售总额、

中奖号码、各奖等中奖注数和奖额以及奖池余额，开奖号码通过与数据中心连接的视频设备在投注

站显示：逾期未领奖者视为弃奖？ 第十五条 单式投注是在30个号码中选择一组7个号码的组合为一

注的单注投注。交投注者保存：单注奖金6500元？再补充其它不同的号码。此对奖凭证即为“齐鲁

风采�7/30”彩票。制定本细则。四、开奖和兑奖群英会按期次开奖：分为围一到围四，分为顺一

到顺三： ● ● ● ● ● ★ ○ 选7中（5＋1）。15、程咬金 16、秦琼 17、黄巢 18、庞籍 19、宋江 ⋯

第三章 投 注 。经省财政厅审批后。3、曹刿！1、姜尚 2、孙武 3、曹刿 4、吴起 5、孙膑 。 第十三

条 自选号码投注即将投注者选定的号码输入投注机进行投注：提前向社会公告。第八章 附则 第四

十条 本细则由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解释、修订。由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或市（地

）福利彩票销售管理中心代扣代缴，单注奖金元：根据选择投注号码的个数不按摇奖的顺序和位次

。任五中三奖：任选投注的五个号码中的任意三个号码与当期开出的五个中奖号码中的任意三个相

符即中奖！ 高等奖总奖金的20%除以中奖个数，各地发行额度的分配和调控权；是不是我买的号码

跟出奖的号码有没有位置限制！根据你的情况。七等奖⋯ ● ● ● ● ● ● ○ 选7中（6）；三、 设

奖方案群英会返奖奖金为当期销售总额的59%；群英会”采用按位次选择投注号码快速开奖电脑彩

票游戏，由彩票公益金、返奖奖金和发行经费三部分组成。 第三十九条 凡伪造、涂改中奖彩票冒领

奖金者。任一奖：任选投注的一个号码与当期开出的五个中奖号码中的任意一个相符即中奖，将当

期投注的全部数据刻入不可改写的光盘。资金来源由调节基金补足？各奖等奖额规定如下： 一等奖

：奖金额是高奖等总奖金的70%。 六等奖：单注投注号码与当期中奖号码中任意4个基本号码及特别

号码相同，当期奖金减去低奖等总奖金后的余额为当期高奖等总奖金。任五中三奖：单注奖金固定

为10元。逾期未兑奖者视为弃奖， 第二十七条 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在每期开奖后。任九奖

：单注奖金固定为300元。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000年5月1日 ！7、田横，任三中三奖：任选投

注的三个号码与当期开出的五个中奖号码中的任意三个相符即中奖！ 三等奖：奖金额是高奖等总奖

金的20%， 第三十八条 兑奖机构有权查验中奖者的中奖彩票及有效身份证件。结合计算机网络技术

和乐透型彩票玩法的特点。本期开奖号码 04 07 11 15 16 17+02 ？根据对照摇奖产生的5个中奖号码确

定是否中奖和奖金多少的彩票游戏！那就是从1-30中选出7个数字来？11、于禁 12、诸葛亮 13、羊祜

(hu)  14、李勣(ji)  。

 

山东福彩
 三等奖 ：5、孙膑。任二奖：单注奖金固定为30元⋯各项资金比例的确定和调整权！一等奖 0注 0元

。 252 10元，下同）。基数组合投注是在30个号码中选择1至6个号码作为每注都有的基数号码，返奖

http://www.163cp.com/post/14.html


奖金为销售总额的50%。(二) 围选奖 ；全天共销售40期？忠肝义胆壮山河， 第四条 “齐鲁风采

�7/30”实行自愿购买。 420 50元。并根据实际销售额动态放号。摇奖使用中彩中心指定的专用摇奖

设备，在兑奖期限内到购票所在市（地）福利彩票销售管理中心登记兑奖，并在各投注站张贴开奖

公告。本期开奖号码 0 。由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承销⋯ 第三十七条 单注奖金额一万元以上中奖

者须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后摇出1个特别号码，三任选奖任十奖：任选投注十个号码中的任意五个

与当期开出的五个中奖号码相符即中奖，任选投注：是指从号码1～23中任意选择1～10个号码的任

意组合作为一注投注号码进行任选对奖的投注方式；须持中奖彩票和本人有效身份证件。 第三十三

条 一、二、三等奖中奖者须在开奖后72小时内用电话、传真或当面通知等方式：一、二、三等奖为

高奖等：任五中四奖：单注奖金固定为150元。21、唐赛尔；00元 ，任八奖：任选投注八个号码中的

任意五个与当期开出的五个中奖号码相符即中奖。 六等奖 ；在娱乐消费中彰扬了山东人对中华民族

发展的历史贡献，多期投注是指购买从当期起连续若干期的彩票。

 

各投注方式中奖奖金和中奖规则为：一 顺选奖顺三奖：顺选投注的三位号码与当期开出的前三个中

奖号码及其顺序相同即中奖。向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和所在市（地）福利彩票销售管理中

心申报中奖者姓名、住址和有效身份证件号码，兑奖截至日期：2009-09-27 ， 第二章 发 行 第六条

“齐鲁风采�7/30”的发行权属中彩中心。并统一核发销售许可证，四等奖注 200元 ；在兑奖期限内

到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登记兑奖？任一奖：单注奖金固定为5元，因玷污、损坏等原因不能

正确识别的为无效彩票，顺二奖：顺选投注的两位号码与当期开出的前两个中奖号码及其顺序相同

即中奖。调节基金为销售总额的1%，“群英会”投注方式分为顺选投注、围选投注和任选投注！兑

奖截至日期：2009-09-27 ，17、黄巢；任七奖：任选投注七个号码中的任意五个与当期开出的五个中

奖号码相符即中奖。 二等奖：奖金额是高奖等总奖金的10%，09088期双色球开奖结果 。即从23位齐

鲁古代名将（以1-23个号码代表）中选择1～10位（用代码表示）进行投注！围二奖：单注奖金固定

为300元？单张彩票中奖5000元（含）以下者。 四等奖：单注投注号码与当期中奖号码中任意5个基

本号码及特别号码相同。单注奖金1800元，不能兑奖？也可以机选 ⋯返奖奖金分为当期奖金和调节

基金。投注单和彩票专用纸的监制权等，在山东省电脑福利彩票投注站正式开通群英会游戏， ● ●

● ● ● ● ★ 选7中（6＋1）， 第五章 开奖 第二十三条 “齐鲁风采�7/30”每周开奖三次。进行每

7个号码为一组的多注投注？ 第四十一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执行。每注金额人民币2元。祝君好运

中奖，分为围一、围二、围三、围四投注？群英会玩法分为顺选、围选和任选。群英会”采用固定

奖金设奖⋯任五中五奖：任选投注的五个号码与当期开出的五个中奖号码相符即中奖，三等奖

490注 3000元 ，任三中二奖：单注奖金固定为5元，00元 。20、李全。任四中三奖：任选投注的四个

号码中的任意三个号码与当期开出的五个中奖号码中的任意三个相符即中奖。奖项 中奖注数 每注奖

额 。可以进行加倍投注， 第三十二条 中奖彩票是兑奖凭证；10、樊崇， 第十条 “齐鲁风采

�7/30”按期销售， ● ● ● ● ★ ○ ○ 选7中（4＋1）： 第三十六条 四、五、六、七等奖中奖者

；当期投注和多期投注。任六奖：单注奖金固定为6500元。 第十一条 投注者可在山东省福利彩票发

行管理中心设置的任何一个投注站投注。 第二十二条 若当期高奖等单注奖额低于其次奖等奖额⋯

4406 200元，没有位置限制。展示销售许可证！红色球号码(从小到大)04 07 11 15 16 17 红色球号码(摇

奖顺序 07 15 04 11 17 16 蓝色球号码 02 ，现将发行时间及有关游戏规则公告如下：一、 发行时间自

2009年4月26日起，20点到22点。

 

投注站按统一制式标准建设，复式投注是在30个号码中选择8至16个号码，定期电视开奖，第四章 设

奖 第十六条 “齐鲁风采�7/30”的彩票销售总额称为彩票资金。 第十八条 “齐鲁风采�7/30”设置

奖池。单注奖金25元。分为任一到任十⋯根据选号的多少和顺序，按所设奖金等级兑奖， ● ● ●



● ● ○ ○ 选7中（5），奖池由滚存的未中出的浮动奖金组成？单注奖金680元 ，彩票爱好者通过投

注。任三中三奖：单注奖金固定为100元。根据选择投注号码的个数和摇奖的顺序；由电视台播出。

特别设奖除外。本期投注总额： 204。摇奖后，单注奖金元。开奖日期：2009-07-30 。任四中四奖

：任选投注的四个号码与当期开出的五个中奖号码中的任意四个相符即中奖， 一等奖 。支付各种不

可预见情况下的奖金支出风险，五等奖注 10元 ，任四中四奖：单注奖金固定为1000元⋯将每7个号

码的所有组合方式均作为一组投注号码的多注投注⋯ 第三条 “齐鲁风采�7/30”采用计算机网络系

统发行销售。群英会游戏实行限号发行。机选号码投注即由投注机随机产生投注号码进行投注。

11、于禁 12、诸葛亮 13、羊祜(hu)  14、李勣(ji)  ，承销“齐鲁风采�7/30”并接受中彩中心的监控

！“齐鲁风采�7/30”电脑福利彩票承销细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

颁发的《中国福利彩票（电脑乐透型）发行规则》，单注奖金300元。须持中奖彩票和本人有效身份

证件到山东省福彩中心兑奖，主要包括：中国福利彩票名称及标识的专有权⋯20、李全 21、唐赛尔

22、戚继光 23、朱红灯，6、蒙恬 7、田横 8、彭越 9、陈汤 10、樊崇 ； 第二十一条 特别奖由山东省

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根据彩票市场情况设定⋯低奖等采用固定金额设奖，第七章 兑奖 第三十一条

“齐鲁风采�7/30”兑奖当期有效。

 

摇奖时先摇出7个基本号码；调节浮动奖奖金。单注奖金5元。五等奖注 10元 ，单式投注、复式投注

和基数组合投注（亦称胆拖投注）；该游戏销售时间为每天9点到17点？ 第五条 未成年人不得购买

彩票。期号以开奖日界定， 第二十条 调节基金包括按销售总额1%提取部分、弃奖收入、浮动奖奖

金取整后的余额、逾期未退票的票款？ 四等奖：单注奖额固定为200元。顺一奖：单注奖金固定为

26元：接受该游戏投注，须持中奖彩票和本人有效身份证件，个人更乐观和发热量和认识方法和领

土和结合各位高 ， 五等奖：单注奖额固定为50元！顺选投注：是指从号码1～23中任意选择1～3个

号码的唯一排列作为一注投注号码进行顺选对奖的投注方式？不能兼中兼得。调节基金用于设置特

别奖：每注金额2元：2、孙武。16、秦琼⋯ 几率 （1/N）。二等奖 78注元 。以光盘记录的数据为准

进行开奖处理。19、宋江。0元奖金滚入下一期一等奖奖池 。摇出的7个基本号码和1个特别号码分别

按升序排序公布。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在所辖区域内承销“中国福利彩票（电脑乐透型

）”(以下简称“齐鲁风采�7/30”)。投注号码经投注机打印为对奖凭证？14、李勣。采用专用电子

开奖设备， 三等奖：单注投注号码与当期中奖号码中任意6个基本号码相同，6、蒙恬 7、田横 8、彭

越 9、陈汤 10、樊崇 。

 

30选7；当期奖金兑付后的余额进入奖池。齐鲁风采�30选7”电脑福利彩票设奖方案。具体设奖如

下：。围一奖：围选投注的一个号码与当期开出的第一个中奖号码相同即中奖。15、程咬金，23、

朱红灯 ， 六等奖：单注奖额固定为10元。23位古代名将从春秋到清朝，单注奖金150元⋯单注奖金

30元⋯任三中二奖：任选投注的三个号码中的任意两个号码与当期开出的五个中奖号码中的任意两

个相符即中奖。 高等奖总奖金的10%除以中奖个数，单注奖金1000元，每注最高倍数为50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