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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彩票开奖短信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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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级大乐透第 11073期推荐（7+3复式）：02、04、08、12、15、21、23+05、09、11

排列三第 11167期推荐（5码复式组选）：0、2、3、4、6

长沙彩民力擒体彩排列五 200万大奖

6月 20日，体彩排列五第 11164期开奖，当期开出奖号 68917，包含四个大数连号，并且 6789四个数字已经在 11163期开出，两期开出同样四个数字，按理来说应该属于比较特异的号码。

但全国仍然开出了 62注头奖，是近几期中最拔尖的。 而我省彩民更是慧眼识彩，喜中 20注排列五大奖。 这 20注大奖全部出自长沙市体育新城茂华国际湘第 B16栋 106号 01367体彩投注

站，极有可能为一位彩民独揽 200万奖金！

湖南体彩进社区

能现场中大奖、得龚智超签名的羽毛球拍

自 5 月 12 日启动以来， 截止到 6 月

20 日， 超级大乐透亿元大派奖活动已开

展了 17期。随着亿元大派奖的深入，超级

大乐透已到奖销两旺的全新时代，众多中

国彩市纪录被刷新。

期均销售 1.10亿创新高

据悉，在活动开启的首期，超级大乐

透亿元大派奖即激发了全国彩民的投注

热情，第 11055 期主玩法销量一举冲高到

1.21亿余元。 派奖 17期以来，主玩法总销

量已高达 18.81亿元， 平均每期销售 1.10

亿元， 这无疑是该玩法自 2007 年 5 月 28

日上市以来的 4 年多时间内，全国彩民投

注热情最为高涨的阶段。

22个省份分享 57个头奖

在销量实现突破性增长的同时，全

国彩民也充分感受到了超级大乐透带

来的巨奖刺激。 截至第 11071 期，亿元

大派奖已催生了 57 个一等奖， 头奖奖

金都超过了 500 万元， 其中有 14 个超

过了 1000 万元。 而这 57 个超值头奖，

也广泛分布在全国多达 22 个省、 直辖

市、 自治区。 值得一提的是，57 个头奖

当中，接近一半是由 5 月 21 日第 11058

期产生，而当期一举刷新了该玩法五项

历史纪录———单期销售 1.23 亿创新高、

头奖数量（21 个）创新高、头奖金额 1.27

亿创新高、 单期派奖超 2 亿创新高、15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分享头奖创纪录。

单注追加奖金 2400万创纪录

在第 11064 期， 辽宁一幸运彩民更是

独揽了 2400 万元的追加封顶大奖， 仅仅

投注 6 元买了两注彩票，其中一注就命中

全部中奖号码，追加后总奖金达 2400 万，

刷新了 2008 年超级大乐透亿元大派奖活

动第 08085 期江苏无锡彩民中的 2056 万

余元的纪录，这也是迄今为止中国彩市的

单注追加最高头奖。

奖池连续 35期超过 3亿

而在超级大乐透亿元大派奖掀起新一

轮大乐透热潮时，中国彩市的另外一个纪

录也正在不断地被刷新！ 6 月 18 日晚开

奖的第 11070 期， 又迎来了一次大奖井

喷，共开出 13 注头奖，但是奖池奖金依然

维持在 3 亿元以上。 自 3 月 30 日开奖的

第 11036 期奖池奖金历史首次突破 3 亿

元大关达到 3.13 亿元后， 截至第 11070

期， 大乐透奖池奖金连续 35 期维持在 3

亿元以上。

超级大乐透亿元大派奖目前还剩 8

期， 高额奖池以及每期 400 万的派送奖

金，将为更多的彩民实现巨奖梦想而保驾

护航。

■通讯员 蒋晓琴

超级大乐透派奖 17 期

22 省彩民分享 57 注头奖

本报讯 5 月底以来，竞彩的可猜赛事

数量逐渐减少， 周销量一度降至 1.5 亿

元， 但随着中北美金杯赛、 小联赛和

WNBA(美国女子职业篮球联赛)等赛事

的开幕，竞彩周销量重回 2 亿元高度。 据

统计，6 月 6 日 -12 日期间， 竞彩共销售

2.13 亿元， 其中足球游戏投注额 1.98 亿

元，篮球游戏投注额 1448 万元，在传统意

义上的竞猜型彩票销售淡季， 竞彩销量

仍接近旺季 80%的水平，呈现出淡季不淡

的态势。

据悉，常德的刘先生（化名）就在这些

小赛中尝到了甜头。 据介绍，NBA 季后赛

闭幕后，刘先生就开始关注小联赛、WN-

BA 等， 一周下来他在常德市沅安路 831

号 84017竞彩店投注获得奖金二十余万。

据了解，刘先生是常德“竞彩”圈里的

顶级高手之一， 平时就喜欢玩竞彩篮球

“2×1”，中大奖次数无人能比，今年在常

德市体彩分中心兑奖就不下于五次。

据刘先生介绍， 开始他冲着奖金比

较高“6×1”投注，但一段时间下来中奖

的次数不多。 经过仔细分析、交流之后，

他觉得还是“2 串 1”不错，虽说每次奖

金不多，但相对把握很大，如果倍投得

法则可积少成多。 此外，在选择场次上，

他既不刻意选冷门，也不太看好胜负悬

殊的比赛， 而是从那些水平相差不大、

但状态正佳的球队入手。 刘先生很快就

熟悉了“竞彩”中的小联赛 WNBA，任选

两场更是小菜一碟，6 月 18 日， 他就在

84017 竞彩店中得竞彩篮球大小分玩法

20 万多元奖金。

6 月 -9 月期间， 篮彩每周可开售

10-20场 WNBA赛事， 绝对数量并不少。

虽然 WNBA的知名度远不如 NBA， 但是

彩民只要做足功课，一样可以从女篮比赛

淘金。 此外，小联赛也正如火如荼地进行

着，彩民只要掌握联赛几支主要强队的走

势，猜中赛果就很容易。

据悉，6 月 26 日，2011 女足世界杯将

在德国柏林奥林匹克运动场开幕，在比赛

期间，竞彩足球游戏 4 种玩法将开售本项

赛事全部 32场比赛。

■记者 侯小娟

6 月 17 日， 久违的阳光照耀着三湘大

地，第二届长沙社区文化节“中国体育彩票

专场活动” 在长沙市烈士公园东门对面步

步高超市广场举行，这是去年“湖南体彩进

社区”活动的延续。本次活动设置了很多好

玩有趣的游戏环节， 比如“幸运大转盘”、

“巧夹乒乓球”、“有奖问答”、“挑战投篮王”

和“幸运赛车”等等，吸引了附近群众的热

情参与。

活动在互动小游戏“幸运大转盘”中拉

开帷幕，现场观众踊跃上台参与，并拿到了

丰厚的礼品。 现场有两位观众吸引了众人

的目光，一位小伙在“摇取 6 月 16 日排列

三开奖号码”环节中，前三转便将三个数字

全部摇中，获得了由奥运冠军、省体彩中心

龚智超书记亲笔签名的羽毛球拍，而在“有

奖问答”及“智力拼图游戏”中也获得价值

不菲的奖品，让人羡慕不已。另一位是一名

女士，在上午的活动中收获众多礼品的她，

下午再次光临，“我想赢取一套乒乓球拍，

所以又来了。 ”结果在下午的“有奖问答”环

节中她如愿以偿。

当天的重头戏要数“挑战投篮王”，上

场的观众表现神勇， 场下的观众看得也快

乐， 纷纷站起来为选手加油。 响亮的加油

声，吸引着附近走过的行人驻足观看，有的

干脆就加入了呐喊的队伍， 一个个卯足了

劲喊，比自己比赛还要激动。这个环节进行

了三轮比赛，竞争异常激烈，冠军分别获得

了 NBA 运动背包和龚智超签名的羽毛球

拍， 所有参与者都获得了湖南体彩提供的

大礼包。

此外，体彩“顶呱刮”助阵 6 月 19 日社

区文化节，现场吸引了众多居民的参与，一

位居民仅花 5 元便收获新票“喜上梅梢”

500元大奖，直呼“真幸运”。

湖南体彩进社区活动将有趣的游戏和体

育健身结合在一起，还有丰厚奖品可拿，为大

家带来了快乐， 同时也对体育彩票的公益性

进行了宣传。 这样的活动以后还会继续开展，

将为更多的人们送去快乐和健康。

■通讯员 蒋晓琴

为隆重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

进一步促进全民健身活动的深入发展，积

极营造爱岗敬业的良好氛围，不断增强单

位凝聚力，在“七一建党节”来临之际，湖

南省体育局特别举办“庆祝建党 90 周年

气排球比赛”。 比赛于 6 月 10 日开始，将

于 7 月 10 日决出总冠军队伍。 省体彩中

心李晖主任、龚智超书记等领导及部分工

作人员组成“湖南体彩队”参与了比赛，展

现了体彩系统干部职工的良好风貌。

NBA“超值大礼包”你中了吗？

6月 15日，顶呱刮 NBA 全国“超值大

礼包”活动进行了第三次抽奖，此次抽奖

依旧产生了 55个幸运名额，其中，一等奖

5名，二等奖 50名。 一等奖获得者将获得

由 NBA常规赛最有价值的球员德里克 -

罗斯(Derrick�Rose)签名的限量版篮球和

精美海报，二等奖为价值 3000 元的 NBA

数码产品礼包。 中奖号码可登录中国体

彩网查询开奖公告(见 http://www.lottery.

gov.cn/news/10003774.shtml)。

据悉， 顶呱刮 NBA 全国“超值大礼

包”还将进行 7 次抽奖，下次抽奖将在 6

月 30 日进行， 那些没有中奖的顶呱刮

NBA即开票，千万不要扔掉哦，将票号发

送短信或者输入网站参与“超值大礼包”

抽奖，说不定下个惊喜就属于你！ 详情请

查 询 中 国 体 彩 网 (www.lottery.gov.

cn/nbadgg)�。

■通讯员 蒋晓琴

竞彩淡季不淡 女足世界杯即将开售

小联赛和WNBA“撑场” 周销量重回 2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