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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1105598.60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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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奖号码
2022年5月18日 第22055期

超级大乐透开奖公告

本版彩票数据仅供参考，最终结果以彩票中心开奖数据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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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奖号码 1 5 6

西藏本期销售总额487596元，中奖总金额：490813元，本期

返奖率：100.66％

西藏自治区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开奖号码

2022年5月18日 第2022128期

福彩3D开奖公告

奖等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额 中奖金额

今
日阴转小雨

11~21℃

24小时趋势预报：林芝、那曲和

昌都有小到中雨（雪），部分低海拔乡

镇有大雨；拉萨、山南南部、日喀则和

阿里东南部阴天有小雨，部分地方有

中雨（雪）；其他地区多云。

拉萨市区天气情况

知冷暖
直选 15800 1040
组选3 0 346
组选6 58716 173

开奖号码 8 4 3

本期全国销售总额为35691454元。

开奖号码
2022年5月18日 第22128期

体彩排列3开奖公告

奖级 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元）

一等奖 50 100000
本期全国销售总额14471388元。

开奖号码 8 4 3 0 6开奖号码

2022年5月18日 第22128期

体彩排列5开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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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七乐彩开奖公告

奖等 全国中奖注数 西藏中奖注数 每注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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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号码基本号码

本期投注总额为 3697678 元。奖池
资金累计金额819547.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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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8开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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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加强“阳光福彩”建设，激发市场活力，
扩大销售规模，满足人民群众参与公益事业的需求，
依据国务院《彩票管理条例》等政策法规和《西藏自
治区福利彩票代销网点公开征召管理暂行办法》等
管理制度，结合实际情况，西藏自治区福利彩票发行
中心（以下简称“区福彩中心”）在拉萨市公开征召新
设立一批代销网点。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阳光征召区域
拉萨市行政区域范围内，重点面向城市新兴

城区，站点选址设置原则上需距离现有代销网点
200米以上。

二、征召数量
本次征召面向自然人设立40个，面向企业单

位设立10个。
三、征召公告发布
民政厅门户网站、西藏福彩微信公众号、《西

藏商报》《拉萨日报》福彩专版。
四、申请基本条件
（一）年龄18-55周岁，身份证或居住证地址为申

请设立代销网点所在地市级行政区的具有完全民事
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单位；

（二）有从事彩票代销业务相适应的资金，能
承担相应的经营成本和经营风险。

（三）申请自然人或企业法人必须诚实守信，具
有良好的社会信誉，近5年内无刑事处罚记录和不良
商业信用记录，能专门从事福利彩票日常销售。

（四）申请者有满足福利彩票销售需要的场
所，必须具有设立代销网点场所的所有权或使用
权，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不动产权证、租赁协议
等）。不得使用临时建筑物和违章建筑作为代销
网点设立场所。设立地址应符合治安、消防、城市

综合治理和环境生态等要求。
（五）新设立代销网点位置应符合区中心网点合

理布局条件及本方案第一条规定的条件，且不得在
学校、幼儿园周边200米内申请设立代销网点。

（六）同一位置或地段有多人申请的，毕业三
年内未就业的大学生、退役军人、有行为能力的残
疾人在提供证明材料的情况下享有优先权；同一
位置或地段有多个企业单位申报的，本地企业单
位优先，如均属于本地企业，则以申请时间先后按
先后顺序确定。

（七）不得申请的情形：国家公职人员（指《中
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第十五条规定的人员）不得
申请；失信人员、失信单位不得申请；现有福利彩
票代销者不得申请；在西藏区内从事过福利彩票
销售因违反法律法规、代销合同、销售管理规定等
被取消代销资格的当事人，自取消代销资格之日
起三年内不得申请。

五、申办流程
（一）申请时间。2022年 5月 18日 0时起至

2022年5月31日24时止，共14个自然日。
（二）申请方式
鉴于疫情防控形势严峻，本次征召全部采用

线上申请。申请人本人或委托他人通过电话申
请、现场申请等方式一律不受理。凡符合《申请基
本条件》的个人和企业单位，申请者本人或企业单
位法人关注“西藏福彩”微信公众号，在福利彩票
代销网点申请设立入口中，按要求填报相关信息，
提供照片等。

（三）受理及初审。根据提交申请的个人、企
业单位提供的资料进行初审，通过初审的名单于
申请截止后5工作日内，在“西藏福彩”微信公众

号公示。
（四）确定备选名单。通过初审的个人、企业

单位进入公开征召代销者备选名单。
1.备选名单数量小于或等于公开征召数量时，

备选名单即为公开征召备选代销者名单。
2.备选名单数量大于公开征召数量时，符合本方

案第四条申请基本条件第六项的情形的，确定为备
选代销者名单。其他备选名单通过摇号方式确定。
摇号过程接受民政部门、公证部门、申请人等监督和
公证，确保公平、公正。摇号公告另行发布。

（五）公示。确定代销者后，在民政厅门户网
站、西藏福彩微信公众号、《西藏商报》和《拉萨日
报》福彩专版发布公示公告，公示期不少于5个工
作日。公示期内出现异议的，对异议问题进行重
新审查。审查由民政部门、纪检监察部门进行，审
查结果向社会公布。公示期内无异议或异议问题
经审查无误的，确定为本次公开征召的代销者。

（六）提交资料。
个人代销者，需提供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的原

件及复印件、近期大1寸白底彩色证件照2张、申请者
银行卡复印件、准备开设销售网点的经营场所房屋
权属证明或租赁合同、个人近三个月内征信报告、提
交文件真实性承诺书等；

法人代销者，需提供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原件
及复印件、《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和企业年检
合格证明的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近期大1寸
白底彩色证件照2张、企业金融账户复印件、准备
开设销售网点的经营场所房屋权属证明文件或租
赁合同、授权委托书及受托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
件、提交文件真实性承诺书。

（七）开业准备。1.获得批准设立福彩代销网

点的个人或企业单位，应配备专门销售人员，并接
受岗前培训。2.个人代销者于获批后20日内完成
代销网点形象建设；企业单位获得批准设立后，应
按区中心要求，本着统筹兼顾的原则，负责本企业
单位获批代销网点的代销网点形象建设、人员配
置及日常销售。

获得批准设立福彩代销网点的个人或企业单位
须在签订代销合同前将本方案第五条第六项的文件
资料以书面形式报送西藏自治区福利彩票备案。

（八）签订代销合同。代销者签订代销合同，
缴纳彩票代销专用设备押金。

（九）开通销售。完成开业准备和签订代销合同
后，区中心为代销者配发福利彩票发行机构统一监制
的福利彩票代销证，发放福利彩票专用销售设备，在福
利彩票销售管理系统注册后，准予其销售福利彩票。

六、风险提示
近年来拉萨市铺租、人工等费用不断上涨，部

分代销网点经营存在亏损情况。区福彩中心提
醒：申请人在申请前应当自行开展市场调研、充分
评估市场风险，谨慎投资。

七、其他事项
1.设备押金：福利彩票销售设备由区福彩中

心提供，需缴纳押金5000元。
2.申报代销网点应具备电信ADSL、联通宽带、

220V稳定电源。
八、本次征召的最终解释权归区中心所有。
特此公告
西藏自治区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地址：拉萨市北京西路15号（环球大厦对面）
联系电话：0891-6837925
举报电话：0891-6169351

关于开展2022年拉萨市福利彩票代销网点“阳光征召”工作的公告

经过近四年的不断发展，截至目前，拉萨
市人民医院先后投用10台多功能自助一体机，
完成了便民服务平台、多功能自助一体机及智
慧产科的建设。“随着便民服务平台、多功能一
体机的投放使用，患者可在自助机上完成建卡、
挂号、缴费、电子发票打印、报告打印等业务的
办理，‘排长龙’的现象得到了有效改善，患者能
体会到实实在在的方便。”拉萨市人民医院信息
科负责人胡志强说出了自己的亲身感受。

“‘挂号难’一直困扰着患者，为了改善患者
的就医体验，现在我们开辟了线上线下多个挂

号渠道。”胡志强说。目前，该院有114电话预
约、便民服务平台、多功能一体机及窗口等多个
挂号渠道，供不同需求的患者选择。

5月7日上午，记者在拉萨市人民医院门
诊楼入口处，看到了整齐摆放着的四台多功
能一体机。一位患者来到机器前，看着和银
行取款机相似的机器，不禁发出疑问：“这机
器怎么用啊？我想挂门诊号。”此时，一旁的
导医上前指导患者进行了相关操作，从建立
诊疗卡到挂号，用时不到5分钟。

在多功能自助一体机上，到底能实现哪

些功能呢？记者亲自体验了一番。首先，该
机器可以完成当日挂号、门诊缴费、检验报告
打印、电子发票打印、信息查询、凭条补打等
多项功能。举个例子，在信息查询方面，患者
可以进行门诊消费、住院消费、药品价格、账
户余额等一系列查询操作。值得注意的是，
该机器十分“人性化”，针对老年人或特殊人
群存在输入证件号码困难的问题，可以选择
直接扫描相关证件，完成后续操作。

胡志强介绍，近期，拉萨市人民医院便民
服务平台增加了普通及专家门诊预约、诊间

支付、智能导诊、核酸自助服务、核酸检查报
告查询等功能。未来，还将逐步完善拉萨市
人民医院便民服务平台功能，上线普通门诊
医保自助结算、诊间统一支付、线上自助体检
等功能，最终实现在自助机与移动端全程办
理相关业务。

经过四年时间，这些机器深得患者和家
属青睐。未来，为有效减少患者排队时长，进
一步优化就医流程，该院还将投用一批多功
能自助一体机，解决广大患者在就诊过程中
的“急难愁盼”问题。

拉萨市人民医院投入10台自助挂号缴费一体机

建立诊疗卡到挂号用时不到5分钟
近年来，随着移动互联网、5G、

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化
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在医疗行业的广
泛使用，以及医疗服务质量需求的
不断提升，智慧医疗已经成为大势
所趋。在这一背景下，拉萨市人民
医院于2019年开始布局“智慧医
疗”体系。自2019年以来，拉萨市
人民医院先后投用了10台多功能
自助一体机，分别设置在门诊、急诊
和住院区等三个重点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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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报讯（记者张雪芳）为方便旅客出行，5月
18日，记者从青藏集团有限公司获悉，该公司决
定临时调整部分旅客列车开行方案，恢复开行西
宁—拉萨Z6801/2次、拉萨—西安Z918/7次旅客

列车。2022年5月22、24、26、28、30日、6月1日，
拉萨开行Z6802次旅客列车；5月22、24、26、28、
30日、6月1、3日，西宁恢复开行Z6801次旅客列
车；2022年5月23、25、27、29、31日，拉萨开行

Z918次旅客列车，5月24、26、28、30日、6月1日，
西安恢复开行Z917次旅客列车。

为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切实保护您
的身体健康和出行安全，青藏集团有限公司提

醒您：出行前请及时关注和了解出发地和目的
地城市疫情防控政策，合理安排出行，以免影响
您的行程。进站前需提前注册“健康码”及“出
行码”，落地后现场扫描指定二维码（场所码）。

拉萨至西安Z918/7次旅客列车临时恢复开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