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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7 日，超级大乐透第 11131 期全国
头奖再爆一注 1000 万大奖， 被内蒙古彩民
摘取。 继上一期头奖爆出 1524万之后，超级
大乐透连续两期开出千万元级巨奖，令不少
彩民大开眼界。

内蒙古的这注 1000 万头奖是中奖彩民
仅凭 2 元命中的，再创“2 元命中 1000 万，3
元中出 1600万”的中奖佳绩。略显遗憾的是，
该彩民未采用追加投注， 如果再加 1 元，则
该彩民将有望斩获 1600 万元的单注最高
奖。

据悉，摘得 1524万追加巨奖的是山东淄
博的彩民，一举创造了山东彩市单注奖金的
最高纪录。 大奖得主购买的是一张复式追加
票，还中得 2 注二等奖和其他小奖，使得总
奖金高达 1606万多元。 我省浏阳彩民喜中 1
注 23.4万元二等奖。

据了解， 浏阳中奖彩民是位体彩的铁杆
粉丝，对体彩的各种玩法都比较喜欢，哪种
玩法开奖就会买哪种。“只要买了体彩，什么
大奖都有希望。 ” 并且他还积极向其他朋友
介绍体育彩票的公益性，没购买一张彩票，就
有部分资金成为体彩公益金，用于体育事业、
全民健身、 教育助学等社会公益事业。 可以
说是体彩公益的义务宣传员。 这次稍有遗憾
的是在买这期大乐透彩票时，81068 竞彩店
销售员建议其进行追加投注， 他没有选择，
遗憾错失了 14万多元的追加奖金。

尽管连续两期爆千万巨奖， 超级大乐透
奖池依然保持上涨态势， 截至当期开奖结
束，奖池已涨至 1.73亿元。 3元可中 1600万，
也许下一位幸运者就是您！

■蒋晓琴

大乐透千万巨奖连开

3元可中 16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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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家体育总局体彩中心获悉，截至 10 月 31 日，体彩今年销量已超 750 亿元，同比增长 193 .59 亿元，增幅高达 34 .79%。 体彩今年累计筹集公益金突破 200 亿元
大关，达到了 202 .6 亿元。 10 月 16 日，体彩刚刚传出销量过 700 亿元的消息，仅半个月之后，销量再增 50 亿元，达到 750 亿元，增速迅猛。

2011年体彩销量已突破 750亿大关

�������2011 年对于湖南彩民朋友来说是
一个值得纪念的年头，体彩“幸运赛车”
游戏在湖南成功上市，这款带给大家前
所未有的快乐体验的精彩游戏很快掀
起一波又一波的赛车热潮。 12 辆赛车
猜前三，猜中 1 辆就中奖，看赛车风驰
电掣、你追我赶，猜鹿死谁手，谁能先冲
过终点，简单、快乐、还有激情！

幸运赛车游戏的上市为社会提供了
千余个就业机会，不少社会人士加盟建
设体彩赛车店，成为助推“幸运赛车”游
戏热销的业主。 省体彩中心对加盟的业
主给予了业务培训、装修补贴、佣金奖
励等扶持政策,而在“幸运赛车”游戏的
奖销热潮中，相信很多业主都通过自己
的努力经营，验证了自己当初眼光的准
确性。

为了体彩幸运赛车网点能为彩民提
供更好的服务，让他们开阔视野，亲身
体验香港赛马与湖南赛车异曲同工之
妙，学习香港马会先进的网点经营管理

经验，提升彩票营销技能，湖南省体彩中
心与香港马会联合组织特别培训活动，
对幸运赛车业主和销售员进行业务技能
指导和培训。 年内省体彩中心将评选 60
名网点业主或销售员免费赴港学习培
训，本次活动将分批进行，而第一批将评
选 20 人，第二批 40 人，首批人员预计在
本月下旬出发。

根据评选规则，本次活动为了激励现
有网点都能提升服务和技能， 主要按日
均销量的提升幅度来评比， 一共分为四
个销量档次，使日均销量 500元以上的网
点都能入围，覆盖面更广，并不是只有销
量高才能参加赴港培训学习。 即使原来
销售基础不好的网点如果活动期间能有
大幅提升，还是很有机会入围。 网点自己
和自己比，销量提升幅度越大，获得名额
的机会越大！ 能不能去香港，就看自己比
自己提升了多少，自己说了算！ 首批评选
截至 11月 10日，20个名额即将揭晓。

■樊孝武

本年度 60家网点免费赴港取马经

各日均销量档次的入围
网点按 11 月 2 日 -10
日销量提升绝对增量排
名，按名额取前几名。

10月份单机
日均销量档次
500元 -1000元
1000元 -3000元
3000元 -10000元

10000元以上

入围条件
（11月 2日 -10日）

单机日均销量提升 30%。
单机日均销量提升 20%。
单机日均销量提升 10%。
单机日均销量提升 5%。

名额分配
（20人）

3
8
6
3

评选标准

附表：
评选时间 11月 11日，评选网点共 20人

�������日前， 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足球节
目主持人贺炜、 刘嘉远和央视足球节目
解说嘉宾徐阳三位嘉宾来到湖南， 与长
沙的足彩彩民进行了一次亲密接触，共
话足球与足彩的乐趣。

在与彩民的交流中， 贺炜说足球最
大的魅力就是不可预知性， 这同样是足
彩的魅力所在，也是竞猜的乐趣所在。大
家都知道冷门出现的时候奖金高， 但冷
门是分析不出的， 能够预先分析出来的
就不算冷门了。

对于怎样分析比赛、 怎么看比赛更
有助于投注， 两位主持人也从自己工作
的角度向彩民朋友传授了经验。 刘嘉远
在活动现场画了一个图表，“解说一场比
赛，也如同竞猜一场比赛，都需要我们去
了解这支球队，分析他们的打法，收集各
种信息。解说之前，把这支球队的打法拆

分开，从不同角度去进行了解，对我的解
说很有帮助，也能有助于彩民的投注。 ”

10 月 30 日上午，徐阳来到位于湘江
西岸的一家竞彩店，上午 9 点刚过，就有
不少彩民聚集在此， 期待与徐阳进行交
流， 其中更有参加过 29 日“足彩十周
年———风云球王争霸赛” 活动的彩民慕
名而来。 徐阳对前一天贺炜、刘嘉远分析
的国际米兰对尤文图斯的比赛进行了
“复盘”。

现场有彩民问徐阳， 对于不熟悉的
比赛如何竞猜， 徐阳的回答说：“第一是
多看比赛，熟悉了，就好猜了。 第二是不
猜，把精力放在熟悉的比赛上，毕竟玩彩
票是为自己的生活增加乐趣， 如果因为
竞猜不熟悉的比赛而添加烦恼， 还不如
不猜。 ”现场的一位老彩民非常同意徐阳
的看法， 他对大家说：“从足彩发行就开
始投注足彩，10 年来，虽然竞猜多、中奖
少，但是很享受这种竞猜的乐趣。 ”

在交流过程中， 一些彩民提出了赔
率与竞猜比赛的关系，徐阳则再次强调：
“彩民朋友一定要多关注比赛。 一支球
队、 一场比赛的绝大多数信息都集中在
比赛中表现出来，赔率、数据等信息不要
盲目的苛求，即使参考，也应和比赛情况
综合在一起分析比较。 ”

央视足球解说员来长沙巡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