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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对奖号体彩对奖号

福彩“快乐8”
开奖日期:2023-01-11 本期销售额:86178744元

中奖号码

“选十中十”奖池累计金额:140830640.00元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23年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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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72 73 74 80

奖池累计金额:753234元。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福彩七乐彩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七等奖

中奖条件

●●●●●●●
●●●●●●★
●●●●●●
●●●●●★
●●●●●
●●●●★
●●●●

中奖注数

0注
10注

135注
465注

3691注
8538注

43918注

奖 金

0元/注
10760元/注
1594元/注
200元/注
50元/注
10元/注
5元/注

第2023005期 投注总额3384834元
中奖号码:基本号(●) 特别号(★)

2023年1月11日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23011期开奖公告信息
开奖日期:2023年1月11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18249864元
本期开奖号码:0 8 3 4 9

本期中奖情况
奖级

一等奖

合计

中奖注数

71注

71注

单注奖金

100000元

——

应派奖金合计

7100000元

7100000元

144528452.52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3年3月13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中国体育彩票浙江省20选5第23011期开奖公告信息
开奖日期:2023年1月11日
本期销售金额:152132元
本期开奖号码:04 09 10 12 18
本期出球顺序:04 10 18 12 09

本期中奖情况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本地中奖注数
3注

462注
6026注

单注奖金
7104元
50元
5元

0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3年3月13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福彩3D
中奖号码 6 6 6第2023011期

中奖注数(注)
9910
0
0

每注奖额(元)
1040
346
173

奖 等
单选
组三
组六

浙江省销售5905372元。奖池累计金额:0元。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23年1月11日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浙江省)第23011期开奖公告信息
开奖日期:2023年1月11日
全国销售金额:43058548元
本省(区、市)销售金额:3216036元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本期开奖号码:0 8 3
本期中奖情况

15315035.44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3年3月13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投注方式
直选
组选3
组选6

全国中奖注数
17297注

0注
245384注

本地中奖注数
946注

0注
9525注

单注奖金
1040元
346元
173元

中国体育彩票大乐透第23005期开奖公告信息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3年3月13日,逾期作弃奖处理。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前区 后区

本期出球顺序:29 01 03 10 20 06 11
本期开奖号码:01 03 10 20 29 06 11

1150759496.08元奖金滚入下期奖

奖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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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计

基本

追加

基本

追加

中奖注数

5

0

113

43

223

1370

20911

36584

40042

886293

7970600

--

单注奖金(元)

10000000

--

83679

66943

10000

3000

300

200

100

15

5

--

应派奖金合计(元)

50000000

0

9455727

2878549

2230000

4110000

6273300

7316800

4004200

13294395

39853000

139415971

开奖日期:2023年1月11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271728892元

02 03 04 08 15 26 27 12

本期未中出奖金108858936元全额滚入下期

9 1 0 6 7 3 猴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23年1月11日

奖金

0元/注

0元/注

513

基本号和生肖码全部按位相符

6位基本号按位相符

5位基本号按位相符且生肖码也相符

5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符

4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符

3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符,
或1位基本号按位相符且生肖码也相符

10000元/注

500元/注

50元/注

5元/注

0

0

9

24

中奖注数

15287

中奖条件

福彩“6+1”
第2023005期 投注总额506464元

基本号 生肖码

中奖号码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第80届美国电影电视
金球奖颁奖礼10日在洛杉
矶举行。史蒂文·斯皮尔伯
格执导的《造梦之家》和马
丁·麦克唐纳执导的《伊尼
舍林的报丧女妖》分别拿下
最受瞩目的剧情类最佳影
片和音乐/喜剧类最佳影片
奖项。

斯皮尔伯格还凭借《造
梦之家》击败麦克唐纳和
詹姆斯·卡梅隆等拿下了
最佳导演奖。奥斯汀·巴

特勒凭借《猫王》斩获剧情
类电影最佳男主角奖，凯
特·布兰切特则凭借《塔
尔》夺取剧情类电影最佳
女主角奖。

华裔演员在本届金球
奖中大放异彩。杨紫琼凭
借奇幻冒险喜剧《瞬息全宇
宙》折桂音乐/喜剧类电影
最佳女主角奖，美国华裔男
演员关继威同样凭借《瞬息
全宇宙》揽获电影类最佳男
配角奖。 （据新华社）

凭借《瞬息全宇宙》
杨紫琼获金球奖最佳女主角

德班世乒赛亚洲区预赛11日展开排位赛较量，马龙以4∶2战胜日本选手户上隼辅，为中国队获得世
乒赛决赛阶段参赛资格，由此国乒拿到世乒赛单打项目满额席位。

10日，樊振东、王楚钦、梁靖崑和向鹏为中国队拿到世乒赛男单参赛资格。孙颖莎、陈梦、王曼昱、王
艺迪、陈幸同在女单比赛中取胜获得席位。此外，中国队还在男双、女双和混双项目上拿到满额席位。

（据新华社）

国乒拿到世乒赛满额席位国乒拿到世乒赛满额席位

11日记者从浙江省体育局
获悉，该局计划在3月后面向全
体观众开放各类体育赛事。

1月 8日，新冠病毒正式
由“乙类甲管”调整为“乙类乙
管”，过去3年那些非常态化的

“战疫模式”在2023年成为历
史，相关体育赛事政策也发生
一系列的变化。待到3月后，
老百姓在家门口观看各类体
育赛事的愿望将实现，届时浙
江省体育赛事将敞开“大门”，
面向全体观众。

“目前我省相关体育赛事

仍遵循‘不禁止’‘不提倡’‘不
举办’的原则，全省不硬性禁止
举办各类体育赛事，3月前不提
倡举行各类竞技性较强体育赛
事，省本级各类体育比赛3月
前原则上不举办。”浙江省体育
局竞赛处负责人告诉记者，只
要是竞技比赛，都有一定强
度。虽然已经放开，但由于“阳
康”后，大多数人的身体状态恢
复需要一定时间，恢复期间不
能开展剧烈运动。特别是青少
年相关的比赛，组织方要充分
考虑孩子们身体情况，等身体

机能恢复后再举办。
从多方面考虑，浙江省体

育局计划在3月后面向全体观
众开放各类体育赛事，届时像
省“迎春杯”游泳比赛、青少年
锦标赛等去年延期的相关赛
事也会纷至沓来，具体相关事
宜可及时关注浙江省体育局
官网。

赛事开放能够让更多观
众走进场馆，与心仪的体育项
目和球员“零距离”接触。像
浙江足球队已在去年8月底，
本赛季后半段便已恢复了主

客场，浙江球迷也时隔 1030
天重新在湖州奥体中心现场
看到了主队的比赛。浙江职
业足球俱乐部相关负责人介
绍，本赛季球队共向球迷开放
了8个场次的主场比赛，共有
25302名观众入场观赛。新赛
季浙江队将征战亚冠赛场，相
信彼时浙江队的主场将再现

“人山人海”。
同样，在篮球赛场，1月6

日上午，CBA联赛官方发布公
告明确，3月上旬常规赛第三阶
段起，将恢复主客场赛制。与

黄龙体育中心体育馆签订了未
来5年主场的浙江东阳光的比
赛也将在3月向全体球迷开
放，篮球迷也会迎来福音。

浙江省体育局竞赛处负责
人表示，除3月后向观众开放
外，省内所有体育赛事还将严
格有序按照国家体育总局发
布的新修订《体育赛事活动管
理办法》执行和申报，实现防
范化解体育赛事活动安全风
险隐患和完善体育赛事活动
监管机制。（综合浙江省体育
局官网、中新网）

浙江计划3月后体育赛事向民众敞开“大门”

3月前体育赛事不禁止不提倡不举办

据阿根廷媒体 Tyc 消
息，在带领阿根廷队拿下世
界杯冠军后，斯卡洛尼即将
在本周和阿根廷足协完成续
约，继续执教球队。

而在11日接受阿根廷
媒体Radio Calvia采访时，
斯卡洛尼还给出了一个“建
议”，让球迷非常兴奋——斯
卡洛尼认为梅西可以参加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我认为梅西可以参加下
一届2026年世界杯，这在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想要什么，
取决于他是否感觉良好”。

“阿根廷队的大门永远
为梅西敞开，他在球场上

很开心，这对我们来说非
常好”。

“我认为梅西已经不需
要用赢得世界杯来证明自
己是GOAT（历史最佳），他
不需要这样的荣誉来证明
自己是最伟大的球员。现
在梅西已经得到了他想要
的，我为梅西感到高兴，为
整个国家感到高兴”。

2026 年 美 加 墨 世 界
杯，届时梅西将年满38岁，
如果能够参赛，那将是他的
第六届世界杯。而在世界
足坛的历史中，没有人能参
加6届世界杯。

（据澎湃新闻）

梅西还能参加
2026年世界杯？

阿根廷主帅发出邀请

在1月11日进行的2022
中国足协杯半决赛争夺中，浙江

队点球大战以5∶3（90分钟0∶0）

爆冷淘汰上海海港，与山东泰山
会师决赛。

足协杯决赛将于 1月 15
日下午进行，联赛因净胜球劣

势憾失冠军的山东泰山将在

杯赛决赛中再次迎来升班马
的挑战。

图为浙江队球员张佳祺
（右）防守上海海港队球员张琳
芃。 （综合新华社、《新京报》）

点球大战淘汰海港

浙江队首次晋级足协杯决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