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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石之王”尽显王者之尊
即开型体育彩票顶呱刮“宝石之王”于国

庆前夕上市， 而上市不久便连开四个 150 万
元大奖，为国庆佳节增添了不少喜庆气氛。

宝石之王面值 30 元，最高奖金达到 150
万元， 创下顶呱刮上市以来最高奖金纪录。
“大奖大，小奖多”是其最大的亮点，在奖级
设置上，“宝石之王”有 9 个中奖等级，奖金
从 30 元到 150 万元不等；26 次中奖机会也
是所有即开型彩票之中最多的；5 款游戏能
让彩民朋友过足瘾；精美的票面设计让购彩
者释放寻宝情结。

目前，我省“宝石之王”150 万元大奖还
未中出，相信喜讯即将眷顾幸运彩民，赶紧
到体彩投注站一试身手吧，说不定 150 万就

在 您 的 手 指
下。

此外 ， 顶
呱 刮 NBA 套
票活动随着 9
月 30 日“超值
大礼包” 最后
一期抽奖而圆
满结束。 此次
活动吸引了众
多彩民朋友的
积极参与，据
悉，仅“超值大
礼包” 活动就
吸引了 400 多
万 张 NBA 主
题即开票的参
与，共送出 500
多 份 NBA 特
许产品礼包。

■蒋晓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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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信查询： 移动发 CP到 1066125666， 小灵通发 CP到
10661256，联通发CP到10621956。0.5元/条不含通信费。体育彩票开奖短信查询

超级大乐透第 11121 期推荐（7+3 复式）：03、09、14、16、21、25、29+01、09、10
排列三第 11279 期推荐（5 码复式组选）：1、2、5、6、7

锋
琴
荐
号

3400万元！ 幸运赛车成国庆娱乐新风尚
今年国庆节是“幸运赛车”游戏上市后经历的第一个长假，这种休闲娱乐彩种的吸引力就初见端倪，全省千家网点人气爆棚，销售火爆，单日销量突破 600 万元大关，7 天全省累计销售

3400多万元，筹集体彩公益金近千万，创下最新纪录。 从国庆假期返奖情况来看，全省 7天累计返奖率超过 60%，部分地区单日返奖率高达 90%，全省千余家赛车网点中奖声一片，无论是猜
冠军、猜前三、还是选择投注前二位置的，中奖者遍地开花。 简单好玩、容易中奖的优势使“幸运赛车”具有极强的娱乐性，已经成为一种新的娱乐风尚。 不打牌、不消夜、不 K歌，改玩赛车，已
经成为了许多彩民、车迷的新习惯，“幸运赛车”已经闯进了我们的生活之中！

�������说起幸运赛车的投注方法， 彩民朋友
们各有所好，“中奖就是硬道理”！ 这是彩民
们对自己投注方式的肯定。 幸运赛车前三
投注方法是相当一部分彩民朋友所钟爱
的，而前三投注也非常给力，让彩民朋友不
断享受着中奖的喜悦。

新彩民初试身手获幸运
9 月 23 日上午， 娄底市娄星区 13027

幸运赛车销售网点传来阵阵欢呼声， 一位
彩民喜中 5万元大奖。 据了解，中奖者平时
很少接触彩票，此次是陪朋友过来玩的，看
了“幸运赛车”游戏比赛后为之一振，便向
业主询问起来。 业主非常热心地介绍了幸
运赛车的相关情况，该彩民了解到 10 号和
11号赛车最冷， 同时理论上也是奖金最高
的赛车。 于是他准备搭配 3 号赛车进行前
三投注。 业主提醒他 3号赛车刚出，建议换

一辆，中奖彩民便换成了 5 号，在业主的建
议下将 2 元的前三投注换成了复式， 结果
初试身手便中得 5万元大奖。

小伙追冷喜中大奖
继 9月 22日中得幸运赛车前三投注三

千多元奖金之后，株洲一年轻小伙 23 日又
在同一赛车网点株洲市 06410 网点喜中 5
万元大奖。 据悉，中奖彩民是在当地打工的
年轻人， 自幸运赛车游戏上市以来就非常
热衷。 当时他一直追冷 10、11号赛车，投注
几期之后没中， 业主让他冷静地想一下再
投注，于是小伙坐在那想了几分钟，最后选
择了 3、5、10、11 号赛车的复式前三投注，
面额 48元，结果喜中了 5万元大奖！“幸运
赛车太好玩了，还是前三投注好啊！ ”小伙
兴奋地向朋友报喜。

国庆长假期间， 很多彩民选择了去幸
运赛车网点度过，不仅是休闲的好去处，还
能享受中奖的乐趣。 业主纷纷表示，彩民朋
友采取前三投注中得了大奖。 幸运赛车前
三投注是彩民朋友经常采用的投注方法，
而不断地中奖也充分说明了该玩法的优
势， 而复式前三投注是提高中奖率和中奖
金额的有效途径。

■蒋晓琴

中奖就是硬道理
幸运赛车前三投注引发中奖高潮

�������本报讯 倍投， 总是能给彩民带去重重
惊喜。

9 月 28 日晚， 排列三第 11264 期开出
奖号“379”，和值 19 点以全奇组合开出，返
奖率高达 80.2%， 而我省彩民技高一筹，当
期揽获 1543 注直选奖和 828 注组六奖，总
奖金高达 167万多元，返奖率高达 214.9%！
据悉， 当期长沙市一位彩民力揽 50.4 万元
奖金， 其中 46 万多元奖金出自长沙市
02071体彩投注站，另外约 4 万元奖金出自

02174 体彩投注站。 据悉，当天这位大奖得
主对号码“379”非常看好，上午在 02174 体
彩投注站进行了直选投注，后来越看越有感
觉，傍晚在 02071体彩投注站又进行多倍投
注。 晚上“379”果然开出，让他喜获大奖。

据悉， 这位大奖得主最近几年专攻排
列三和排列五， 加上这次已经中了 100 来
万元的奖金了。 他此次在省体彩中心一共
兑奖 49.8万元， 还有几张零散的中奖票表
示要到体彩投注站去兑， 直接换购看好的

号码就行。
此外，当期益阳 03065体彩投注站一彩

民狂中 204 注直选奖，双峰县一资深 13057
体彩投注站喜中 211 注直选奖。 分别喜获
20.4万元、21.1万元大奖。

9 月 29 日晚，排列三第 11265 期开奖，
我省彩民朋友又中得 594 注直选奖和 447
注组六奖。 而在同期排列五的开奖中，我省
喜中 10注大奖，每注固定奖金 10万元。

■记者 侯小娟

�������本报讯 竞彩又有新玩法了，并且投注
难度也降低了。

10 月 11 日， 竞彩单场固定奖金玩法
正式上线。 竞彩足球比分单场固定奖金玩
法上市吸引了不少彩民的目光，猜比分是
足球游戏的“终极玩法”，除了半全场胜平
负之外，猜比分可以囊括胜平负、总进球、
单双等所有游戏的结果。

“竞彩单场固定奖金玩法上线后，前来
咨询、尝试的彩民不少。 ”车站路一家竞彩
店的工作人员说。 同时， 相关竞彩专家提
醒业主，开售单关固定奖金之后，难度降

低了，投注技巧也会有一些变换，新手入门
可以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来投注。

第一步，多场单选。许多习惯胜平负的
彩民习惯用复选或 M 串 N 来提高命中
率，但是对于猜比分来说，如果经验不多，
还是单选比较稳妥。例如，主强客弱且客队
破门无望的比赛，单点“1:0”、“2:0”或“3:0”
这样的常见比分， 确保只要命中 1 场即可
盈利，通过摸索积累经验，总结比分出现规
律，以及与固定奖金的关系等。

第二步，替代平局选项。竞彩比分平局
只有 5 个选项，其中 3:3 和“平其他”极少

出现， 基本上可以用 0:0、1:1、2:2 三个结果
来囊括。如果对胜平负玩法有一定造诣，那
么可以用猜比分来代替胜平负玩法， 不仅
奖金更高， 而且无需串关即可获得固定奖
金。

第三步， 综合使用复式投注和 M 串
N。 复式投注和 M 串 N 能够提高命中率，
但同时也会增加投注成本。 一些经验不多
的彩民喜欢跳过前两个步骤直接进入第三
步，这样的效果并不好，往往付出很多投注
资金，中奖却寥寥无几。

■记者 侯小娟

倍投让他连中百万大奖

彩民青睐竞彩单场固定奖玩法

足彩十周年
风云球王争霸赛争霸星城

2011年恰逢中国足球彩票推出十周年，
为了纪念这一里程碑式的时刻， 也为了感
谢广大彩民朋友这十年来对足球彩票的支
持，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央
视风云足球频道联手推出大型互动活动
“足彩十周年———风云球王争霸赛”。 该活
动于今年九、十月份期间，将分别在大连、
成都、青岛、长沙、北京等地陆续开展。

我省此次活动将于 10 月 29 日、30 日
在长沙举行， 将吸引社会各界的足球爱好
者踊跃参与， 于潜移默化中传递足彩回馈
社会、回馈体育的理念，达到推广足彩和风
云足球的双赢目的。 此次活动由广大彩民
和球迷朋友自由组队报名， 比赛采用三人
制，将有 32球队、共 160 人参赛。 届时央视
体育频道主持人将亲临比赛现场， 与球迷
进行现场互动。 最后，每一站决出的冠军球
队将汇聚北京，参加中央电视台《足彩十周
年特别节目》的现场录制，并有机会与央视
明星足球队举行一场友谊赛，切磋球技。

本次活动面向社会，秉承体育彩票“全
民健身、回馈社会”的理念，不论是社会非
注册职业球员及足球爱好者，还是企（事）
业、机关单位、行业机构足球队，或者大中
专院校学生均可报名参赛。 报名地点将选
在长沙市内的两家竞彩店， 具体网点和联
系方式将于近日公布，敬请留意。

■蒋晓琴

“幸运赛车”网点销售十分火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