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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彩票开奖短信查询

本报讯 2010 年 9 月 12 日， 北京一

家体育彩票专卖店的业主为某彩民垫资

购买了一张 1024 元的复式足球彩票，第

二天他得知这张彩票中了 533 万元大奖，

在第一时间给购买者打电话，并把中奖彩

票交给买主，他成为又一位彩票销售“最

诚信的业主”。

今年， 这位诚信业主赵书兵的故事

被搬上了春晚的舞台，之后，赵书兵成了

坊间谈论、关注的对象。 体育彩票这一国

家公益彩票也被更多的民众熟知。

有人据此故事在网上做了调查：“假

如你垫资代买的中了 500 万元大奖的彩

票在你手里，你怎么做？ ”，引来 16 万人次

的点击。

结果显示：29.9%的人选择“通过协

商协议两家对半分”；28.1%的人选择“把

500 万元留给自己”； 只有 22.1%的人选

择“把 500 万元给对方”； 还有 19.9%的

人没做选择。

前天的高考，赵书兵的故事再一次出

现，成为语文考试全国卷的作文命题。

其实， 在诚信问题日益受到关注的

今天， 将此话题作为高考作文的题目，可

以让这些祖国的花朵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设身处地的评价或设想一下生活中有可

能遇到的金钱和品质之争。

据了解，赵书兵只是千万诚信彩站站

主的一个缩影，归还 500 万元大奖的站主

不只他一位。

湖北体彩站主张建顺、云南体彩站主

唐娅玲和安徽体彩王声林……他们的名

字因诚信而更加响亮，彩票行业一线销售

人员的诚信善举得到了社会的认可。

■记者 侯小娟

体彩最诚信业主，进了高考全国卷

关爱老区小学 湖南体彩在行动

6月 8日，“湖南体彩爱心行” 活动走

进张家界慈利县三官寺乡中心完小，向该

校捐赠了价值 4万元的体育健身器材。

湖南省体彩中心宣传科科长王立合

和慈利县当地有关领导出席了本次捐赠

仪式。

慈利县三官寺乡中心完小是一所全

日制农村小学，地处湘西北，与革命老区

桑植县接壤，是省级贫困县中的少数民族

乡中心完小，现有 20 个教学班，师生 1100

余人，由于地处偏远贫困山区，办学条件

差，体育器材严重缺乏，老师上体育课都

是徒手教学，学生、孩子只好简单地跑跑

步、做做广播体操，因此急需一批体育器

材开展体育教学活动。

湖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了解情况

后，把对慈利县三官寺乡中心完小的体育

器材捐助纳入今年“湖南体彩爱心行”系

列活动之中，并根据学校特点及学生体育

锻炼需求，捐赠了一批篮球架、乒乓球台、

双杠以及篮球、羽毛球等体育器材，并赶

在“六一”之前安装完毕。

近年来，随着体育彩票事业的迅速发

展，湖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也加大了公

益捐助力度，今年针对一些体育设施薄弱

的单位，推出了“湖南体彩爱心行”体育器

材公益捐赠系列活动。

5 月初， 为长沙市第一福利院捐赠

价值 10 万多元的体育设施，为其配齐一

个完整“健身公园”，丰富了孤寡老人和

小孩的生活。 5 月下旬，湖南体彩又走进

乡镇， 为浏阳镇头镇跃龙村送去一批体

育设施， 使农民朋友文体生活质量得到

改善和提升。

此外，湖南体彩近期还将向益阳四季

红 镇 中 小

学 捐 赠 一

批 体 育 活

动和体育教学器材， 让当地学生拥有和城

里的孩子一样的体育设施， 从小就可以享

受完善的体育教育。

“湖南体彩爱心行”活动再一次体现了

中国体育彩票“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公

益宗旨。截至目前，我省共销售体育彩票逾

80亿元，筹集体彩公益金 25亿多元。

这些公益资金全部投入到社会公益

事业，资助范围包括开展全民健身运动、修

整和增建体育设施、 进行体育扶贫等公益

项目，受益群众遍及全省城乡，目前我省已

建成全民健身路径 2000 多条，建设农民体

育健身工程 5292个行政村。

■通讯员 蒋晓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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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大乐透第 11067期推荐（7+3复式）：04、08、12、15、19、23、28+02、07、11

排列三第 11153期推荐（5码复式组选）：0、1、2、4、6(仅供参考）

3 元命中 2400 万 大乐透再创中国彩市新纪录

22400万单注追加最高头奖！超级大乐透再创新纪录！ 6月 4日晚，超级大乐透第 11064期开奖结果揭晓，辽宁省鞍山市彩民凭借 3元追加投注擒获 2400万巨奖，其中一等奖基本投注

奖金为 1000万元，一等奖追加投注奖金为 600万元。 此外，该彩民还包揽了上期滚存的 800万元派奖奖金，因此收获的总奖金高达 2400万元。 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彩市单注追加最高头奖。

继 5 月 18 日晚创造 4.26 亿中国彩市

最高奖池纪录后， 超级大乐透再次给彩民

送来惊喜， 一举创造中国彩市单注追加最

高头奖纪录———2400 万，这份从天而降的

喜悦落在了辽宁省鞍山市彩民的身上。

喜报上墙 静待大奖得主现身

6月 5日清晨，辽宁省鞍山市第 03326

号站点前的宣传拱门及宣传条幅吸引了路

人驻足，投注站中奖喜报已上墙。不少闻讯

赶来的群众都非常兴奋地围在站点前，纷

纷为这位大奖得主高兴。当问及中奖彩民

的情况时，投注站销售人员介绍到，6 月 4

日晚投注超级大乐透的彩民非常多，追加

投注的彩民也不在少数，所以他一时也回

忆不起来具体是哪位彩民，他的一番话更

是让闻讯而来的彩民对这位大奖得主充

满了好奇。

多重利好 造就 2400万大奖

第 11064 期超级大乐透的中奖号码

分别是前区“01、06、27、30、34”， 后区为

“01、06”。 这是亿元派送活动开展以来第

10 期开奖， 当期超级大乐透全国销量达

到了 1.14亿元， 连续 10期单期全国销量

突破亿元大关， 彩民投注的热情愈加高

涨。此外，由于上期头奖空开，当期大乐透

的派送奖金达到了 800 万元，再加上奖池

远远超过 1 亿元，如此多重保障才造就了

2400万元大奖。

我省彩民屡揽高额追加二等奖

我省彩民近期屡次与大乐透千万巨

奖擦肩，但中得高额二等奖多注。 第 11061

期，永州 11099 体彩投注站喜中 1 注 45 万

余元追加二等奖， 大奖得主是足彩和大乐

透的铁杆彩迷，足彩几万元二等奖时常中，

大乐透每期都会买上 10 元左右，这次仅花

9元购买 3注， 其中 1 注便中得 45 万余元

大奖，“只差一个号就是 1000 多万了，可惜

啊！ ”大奖得主颇感遗憾。第 11063期，株洲

06019投注站彩民喜获 1 注 29 万余元追加

二等奖，第 11065 期，怀化辰溪县 12129 投

注站彩民也中得 1 注 29 万余元追加二等

奖。 自 5月 12日亿元派奖的 11期以来，三

湘彩民共收获 20 注大乐透二等奖，希望我

省彩民把握机会，揽获更多巨奖。

奖池持续高走 连续 30期超 3亿

6 月 6 日端午节， 大乐透第 11065 期

开出 1 注一等奖， 基本投注奖金 1000 万

元， 加上 400 万派奖奖金总额达 1400 万

元，江苏彩民摘得这份节日大礼。此期开奖

过后，大乐透的奖池达到了 3.75亿元，这也

是大乐透奖池连续第 30 期超过 3 亿元，再

加上 400 万元的派送奖金， 下期超级大乐

透仍然让人期待！当然，最让人期待的还是

那位神秘的 2400 万元大奖得主，期待他能

揭开神秘的面纱，早日现身领奖，与全国的

彩民共同分享这一喜悦。

■通讯员 蒋晓琴

喜报上墙 静待 2400万巨奖得主现身

三人合中

排列三108万大奖

近期，我省排列三中奖势头火热，彩民

朋友利用排列三 320 万大派送的利好机会

不断将奖金揽入囊中。

6 月 3 日， 排列三第 147 期开出号码

“887”， 我省奖声一片， 中出 1403 注直选

奖，465 注组三奖， 合计派发奖金 1613969

元，当期湖南销量 993382 元，返奖率高达

162% 。 而当期最大的赢家当属宁乡县

02098 体彩投注站， 该投注站喜中 1042 注

直选奖，收获奖金 108 万余元，由于派奖期

间直选奖由 1000 元直升至 1040 元， 多收

获奖金 41680元。

6 月 7 日，02098 投注站业主只身前往

省体彩中心替中奖彩民领奖。据介绍，当期

该投注站中出的 1042 注直选奖是通过三

位彩民合买中得的。 这三位彩民是排列三

的忠实拥护者，每期不落的购买，之前也中

过不少小奖， 这次 100 多万是三人通过研

究走势、 做足了功课获得的。 由于工作繁

忙，三人委托业主代领这百万大奖。“身负

重任啊，不过希望彩民中得越多越好！ ”业

主表示。

据悉， 当期永州东安县 11060 体彩投

注站喜中 118 注直选奖， 收获奖金 122720

元。 此外，6月 4日，张家界市永定区 14082

投注站中得 120 注直选奖；6 月 5 日， 衡阳

市石鼓区 08276 投注站中出 79 注直选奖；

6 月 6 日， 常德市澧县 04147 投注站中出

50注直选奖。 这个端午小长假不少彩民都

有所收获。 截止排列三第 11150期，我省排

列三 320 万元大派送活动已经派出奖金

222万余元，仍有 97万余元奖金待分享。

■通讯员 蒋晓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