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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31日晚，大乐透第 11102 期开奖，
当期全国中出 1 注头奖，19 注二等奖。 其
中，我省喜中两注二等奖，均被湘潭彩民收
获，其中一注出在 07032 体彩投注站，另一
注出在 07094 体彩投注站。 出在 07094 体
彩投注的这个二等奖再次见证了体彩人的
诚信精神！

据了解，07094 体彩投注中奖彩民蒋
先生（化姓）当晚并没有去 07094 体彩投注
站购买彩票， 而是通过电话进行投注，告
诉业主肖灿波要机选 10 注超级大乐透，
肖灿波在接到电话后，立马替蒋先生打了

票。 开奖后，蒋先生机选投注的大乐透彩
票中奖了，肖灿波也没想到自己还能有这
样的手气。

得知中奖的消息后， 肖灿波给蒋先生
打去电话，告诉了蒋先生中奖的消息，中的
是大乐透二等奖，奖金是 20 万多元。 蒋先
生在得知中奖的消息后，十分高兴，同时格
外赞叹了肖灿波的诚信精神。 因为自己是
机选的， 完全不知道自己投注的号码是什
么，而肖灿波并没有任何的不良企图，充分
展示了体彩销售人员的诚信精神。

据肖灿波介绍，蒋先生是店里的老熟

人了，前两年也曾中过 1 万多元的奖金，也
是打电话要他机选投注。 这次中奖奖金虽
然较高，不过肖灿波表示不是自己的东西，
自己绝对不拿。

近年来， 体育彩票行业不断涌现出各
种各样的诚信事迹， 这是体育彩票“诚信
为本” 文化内涵的集中体现。 他们是体育
彩票的骄傲， 更是人们学习的楷模。 诚信
是一种可贵的品质， 更是永筑体育彩票长
城的法宝。

■岳超

“幸运赛车”8 月 30 日上市以来，长沙
市各“幸运赛车”网点销售火爆，经营效益
非常可观。 应广大“幸运赛车”爱好者的强
烈要求， 长沙体彩分中心决定从 9 月 6 日
起在长沙市区（含浏阳、宁乡）进行第二批
网点征召，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加盟条件：

1、年满 18 周岁,身体健康,热爱彩票
游戏,无犯罪记录；

2、拥有用于销售体育彩票的合法门面
或场所面积在 15个平方以上,�欢迎开设社
会渠道网点(如大型商场,侯车厅,茶楼等)；

3、具备以下硬件设施：电视显示屏、
宽带网洛、有线电视网络、电脑、销售台、宣
传栏等。

报名电话：
0731-85151371、84286181

2.48亿中奖的税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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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奖率 59%��“幸运赛车”奖销两旺
倍受瞩目的体彩游戏“幸运赛车”于 8

月 30日在全省隆重上市， 千余家网点同步
开售，我省彩民开始畅享“幸运赛车”游戏所
带来的全新体验。 在上市的短短一周时间
里，“幸运赛车”就呈现出奖销两旺的喜人局
面。

“幸运赛车”游戏在永州上市后，全市 70
余家销售网点销量日总销量高达 50 余万
元，而全省上市后，日销量一举突破 300 万
元。 长沙市的日平均单机销量更是达到了
6000余元，广大业主笑开了怀。 彩民朋友自
然也是获得了大丰收，大奖小奖不断，永州
彩民更是一举拿下单期 24 万元的大奖，小
奖不胜枚举。

“幸运赛车”与以往的传统数字彩票游
戏不一样的是“竞猜”，竞猜比赛名次。 我们
可以一手拿彩票、一边对着开奖视频，高呼
自己喜欢的赛车号码，直至开将结果产生和

比赛完成。逼真的赛车场景让人如同身临其
境，过足自己的赛车瘾。

“幸运赛车”玩法丰富，多种玩法供彩
民朋友选择，彩民朋友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自由选择玩法进行竞猜，获取奖金，可以选
择竞猜前一、前二、前三、位置、两关及三关，
想怎么玩就怎么玩，每一种玩法都有不同的
乐趣，中奖金额各不相同，单注最高奖金可
达 50万元。

如果你想多中快中， 则可选择前一或
位置玩法，虽说奖金少一点，但 1/12 或 1/4
的中奖概率，让你想不中奖都难！如果你想
中奖金额大一点，则可选择前二、前三或过
关投注，虽然中奖难度大一点，但中奖金额
全面升级，也许轻松的投注，就能把数十万
的大奖抱回家！ 59%的返奖率绝对不容错
过。

不管什么玩法， 不管哪一种彩票游戏，

好不好玩，只有玩过才知道；容不容易中奖，
只有试过才知道； 那一种玩法最适合自己，
只有体验过才知道。彩票游戏的乐趣不是说

出来的，是玩出来的，是中奖中出来的！要深
入体验“幸运赛车”游戏的独特魅力，就来玩
赛车吧！ ■蒋晓琴

彩民争先恐后投注“幸运赛车”游戏。

体彩第一大奖被领走

2.48 亿大奖得主曾经还中过百万
8 月 29 日晚，体彩大乐透 11101 期开

奖，武汉中出 2.48 亿元大奖。 就在外界对
巨奖议论纷纷时，大奖已被悄然领走。 在
缴纳了近 5 千万税后，近 1.99 亿元奖金进
入个人账户。 从开奖到领奖，仅仅不到两
天时间。
拒绝穿戴伪装服饰

和以往很多大奖得主戴着面具乔装
打扮领奖不同， 这位大奖得主连墨镜都没
有戴，但他不愿意公开自己的真实姓名，他
化名为“龚伟”，且拒绝留下任何影像资料。
龚伟 60 多岁，头发花白。 他是在司机陪同
下前来兑奖的。

湖北省体彩中心工作人员说， 当他们
询问龚伟需不需要给他准备服饰适当伪装
一下时，龚伟淡淡地说“不需要”。
大奖彩票为九人合买

据了解，这张中得 2.48 亿元大奖的彩
票为九人合买，其中龚伟占了两成“股份”。

龚伟说， 此次购彩他出两成的资金，
买彩票和选号也主要由他负责，但自己对
核对中奖与否却并不怎么上心，“这次中
大奖还是其中一位合伙人打电话通知我
的。 ”龚伟说，由于买彩票比较频繁，也比
较多，加上平时工作也比较忙，并没有太

多时间来一张张核对是否中奖。
龚伟透露， 这笔 1.99 亿元的资金，他

们将按照购买彩票的出资比例进行分配。
以前中过百万大奖

龚伟说，他与其他 8 人合伙买彩票已
经多年，以前合伙购彩也中过百万以上的
大奖。

这么快就来领奖，在以往并不常见，一
般情况下， 中大奖的人都等激动的心情稍
微平复才会来领奖。 龚伟说，自己并不急着
来领奖， 但合伙人中有的人资金周转发生
困难，急需用钱。 他是奖票持有者，也不好
让其他人等太久。

龚伟说：“中这个大奖，对我来说，生活
不会有太大的变化，该工作还得工作。 但对
我的某些朋友，可能就是救命的钱，这笔钱
对他们来说很重要。 ”
部分奖金用来做慈善

在体彩中心的会客室， 龚伟从包里拿
出一张纸，上面详细的列了 6 项捐助计划，
他当着公证员的面，一一念出。 龚伟说：“在
中奖之前，我也会做慈善，这是我一贯的做
人原则。 ”陪同龚伟来领奖的司机透露，龚
伟长期资助的困难学生都有一百多名。

龚伟说，自己不是一个迷信的人，但这

次还是要感谢上苍的眷顾，“我相信， 做好
事，做善事，对人好，总是没有错的。 ”这和
他所谈到的自己的买彩心得不谋而合，“这
么多年来，我一直坚信，体育彩票是个公益
事业，如果没有中奖，我买彩票的钱也算是
为公益事业做了贡献。 我希望彩民们都要
有这种心态，中奖毕竟是一个小概率事件，
强求不来。 ”

■记者 侯小娟

“不是自己的东西绝不拿”
湘潭体彩业主以诚信为本

2011男篮欧锦赛开战
彩民可享竞彩篮球大餐

本报讯 2 年一度的欧洲篮球锦标赛
北京时间 8 月 31 日在立陶宛正式开赛，由
于众多在 NBA 效力的欧洲球星的参与，本
次大赛的精彩程度将大幅提升。 而竞彩将
在这个篮球淡季为球迷、 彩民提供一道美
味大餐。

据了解， 本次欧锦赛吸引了众多 NBA
球星的加盟，其中，卫冕冠军西班牙队拿出
了全套 NBA 球星阵容，大小加索尔兄弟合
力统治内线，卡尔德隆、伊巴卡和金童卢比
奥外线协助。 和西班牙不相上下的是法国
队阵容同样不弱， 本次欧锦赛应该是大有
看头。

和 NBA一样，本届篮球欧锦赛的赛事
都是提前 1 天开售，由于时差的原因，本次
欧锦赛大部分开赛时间都在竞彩店关门之
前，因此彩民有充分的时间准备投注。 但需
要提醒彩民的是，上述赛程中，小组赛、小
组赛第二阶段、8 强赛、4 强赛、决赛竞彩将
全部开售篮球 4 种玩法，但是，淘汰赛阶段
的排位赛竞彩将不会开售。

“男篮欧锦赛开战后，无疑会刺激更多
球迷与彩民的关注。 ”四方坪一家竞彩店的
业主说。

■记者 侯小娟

长沙体彩“幸运赛车”
销售网点征召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