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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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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创“凑整”法 大奖接连中

2 月 9 日， 位于浏阳市浏河中路 185
号的 41335 体彩赛车店传来中奖喜讯，两
位彩民不约而同中得“幸运赛车”游戏第
1018054 期“前三投注”大奖，每位获得奖
金 13970元。

当“07、10、05”三辆赛车冲过终点后，
在 41335 体彩赛车店玩赛车的彩民朋友
兴奋了，因为他们独创的“凑整”选号法让
一位彩民中得了 1万多元的大奖，他们运

用这种方法进行组号所中的小奖就更多
了。 大家在高兴之后，另一位彩民朋友又
不慌不忙拿出一张彩票，在终端机上兑奖
后，才知道是中的同一期的“前三投注”大
奖，同样的号码中得同样的一等奖，奖金
13970 元。 据该彩民介绍，也是用他们的
“凑整”选号法选中的。 据了解，这种方法
在猜冠军、亚军或者第三名赛车时，按照
历史情况三期或者五期相加凑成 10 或者
20 来选择冠亚季军。 而这种方法屡屡奏
效，真是神奇！

初试身手 2元中大奖

2 月 12 日，“幸运赛车”第 1018303 期
开奖号码为“07、01、11”，湘西永顺县休闲
广场金龙商业街的 15210 体彩赛车店再
次中出前三大奖，一张 144 元的定位复式

票将 12950 元奖金围捕获得；湘西花垣县
三岔路 15213 体彩赛车店同期也中出一
注大奖，中奖的是一张单式票，仅仅花了
2 元钱，一位刚刚接触赛车玩法的赵先生
就喜中大奖 12950元。

据了解，当天中午，赵先生被 15213
体彩赛车店内“幸运赛车”游戏的开奖
声音吸引了进去，本来在等人的他在业
主石老板介绍之后选择了“07、01、11”
三辆赛车的号码。 短短几十秒过后，开
奖结果出来，真的是他选中的号，没想
到 2 元钱就喜获一万多块奖金，让人羡
慕不已。中奖后的赵先生对“幸运赛车”
游戏连连称赞，开奖快，比赛过程精彩
刺激，表示以后还会再来支持体彩公益
事业的。

�������彩票作为礼品馈赠给亲朋好友已经
成为了一种时尚，而如果获赠的彩票能中
得大奖，那将是皆大欢喜。这不，邵阳市隆
回县恒丰酒店旁 09029 体彩投注站业主
送给客人的一张大乐透彩票就中得了 10
万元大奖！ 听起来像故事，大家也许不会
相信真有这样的好事，可是这样的事就真
真切切发生了。

2 月 11 日下午，09029 体彩投注站的
电脑出现故障，业主张先生打电话请来了
电脑公司的技术员帮他维修。在电脑故障
被排除后，这位爱好超级大乐透玩法的技
术员请老板机选 20 元的大乐透彩票，张
先生在机选 2张各 10 元的彩票后又打出
1 张 10 元票赠送给了技术员， 并祝其好

运。第二天，技术员上网查询开奖结果，并
拿出自己的彩票进行核对，发现自己手上
的彩票有一注中了“5+1”。 从出票的时间
上看，也正是第三张彩票中的大乐透二等
奖 10.2万元。 他马上打电话告诉业主，感
谢热心大方的业主，并请业主陪他一起去
领奖。

据悉，当期超级大乐透我省喜中 4 注
二等奖，除了 09029 体彩投注站中出的这
注，此外长沙市 01057 体彩投注站中得 2
注， 衡阳市 08221 体彩投注站中得 1 注。
本周一开奖的大乐透第 12016 期，头奖空
开，奖池金额高达 2.94 亿元，很快又将突
破 3亿元大观， 希望我省彩民再接再厉，
中得超值奖金。

�������从 2 月 17 日（本周五）开始，体彩
幸运赛车游戏的奖期号由当前的 7 位
数改为 8 位数，编排规则为“年 + 月 +
日 + 当 天 开 奖 流 水 号 ”， 例 如 ：
12021805 表示 2012 年 2 月 18 日第 5
期。 敬请注意！

�������2月 6日正月十五元宵节当晚，体彩超
级大乐透第 12013期开奖，当期开奖号码为
“前区 07�08�11�12�24��后区 01+02�” 位于大
连市西岗区沈阳路 54号的 02245体彩投注
站爆出特大喜讯，该彩站中得 5注超值追加
一等奖，奖金总计 4584.5万多元。 这一巨奖
位居体彩超级大乐透巨奖史上的第七位。

夫妻生日组号守三年
人在外地错失亿元巨奖

历经了一周的等待，2 月 13 日这位幸

运的彩民在家人的陪同下， 终于来到了大
连市体彩中心兑奖， 体彩的工作人员热情
的接待了他。在 VIP接待室中，大奖彩民卓
先生（化名）没有太多的拘谨，也没有特意
的装饰，很坦然的介绍了他的中奖经过。他
这次购买的两注单式彩票是自己一直坚守
的号码，一注是由自己幸运数字组成的，中
得了当期八等奖， 而中巨奖的这注是他和
妻子的生日号码组成的， 这两注号码已经
守了三年多，每次都选择 5倍追加投注。

2 月 3 日，卓先生来到 02245 体彩投注
站，考虑到自己正准备出差去外地，购彩可
能不方便，就选择了多期投注，从第 12012
期开始选择 4 期投注， 在随后的第 12013
期卓先生坚守的号码就为其换来 4584.5 万
多元。元宵节当晚身在外地的他，本打算将
这两注号码再买 10 倍，但一时间找不到体
彩投注站，所以没有购买，否则他的总中奖
金额肯定超 1 亿元。 不过这飞来的巨奖已
经让他兴奋不已， 当他在网上查到巨奖是

自己中得之时，喜悦的心情难以言表，通过
近一周的调整才让自己的心态变得如此的
平静。

感谢体彩 回报社会
大奖得主卓先生表示， 是体育彩票给

了他这份幸运的大礼， 当他得知大连体彩
中心已经为贫困山区的孩子筹建了体彩希
望小学的时候， 他当即表示捐助 15 万元
钱，希望通过体育彩票、体彩中心这个平台
也为贫困山区的孩子尽一份力。

张家界彩民刮出 10 万大奖
�������2 月 12 日， 张家界市永定区且住岗
市民中门口 14052 体彩投注站刮出顶呱
刮“麻辣 6”票种 10万元大奖。
�������据了解， 这份 10 万元的大奖被一对
年轻夫妇中得。 据投注站业主介绍，当时
夫妻俩带着小孩花 50 元购买了 10 张“麻
辣 6”彩票，而这 10 万元的大奖正是由小
孩刮出来的。

此外，记者了解到，近期顶呱刮频频
中出大奖。春节期间，株洲彩民喜中“幸运

金鱼”10 万元大奖，湘西彩民喜中“大家
乐”1.5万元头奖，岳阳彩民喜中“绿翡翠”
25万元大奖。
�������顶呱刮票种丰富多样，“麻辣 6”也是
非常受彩民朋友喜欢的一款，每张面额 5
元，票面上火红的辣椒非常有“湘味”，看
样子，给我省彩民朋友送出大奖也是理所
当然的！希望我省彩民朋友借着这股中奖
热潮，刮出更多大奖。

欢迎登录湖南体彩网www.hntica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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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8 期推荐（7+3 复式）：09、15、16、21、23、28、34+03、09、11
排列三第 12040期推荐（5 码复式组选）：0、2、3、6、9(仅供参考）

锋
琴
荐
号

夫妻生日组号揽 4584万 15万回报社会

价值 10万元的礼品———体彩大乐透

幸运赛车“前三投注”引发中奖高潮

意甲群雄逐鹿
尤文米兰“复辟”

�������本周末， 竞彩赛事将颇为激烈，彩
民朋友做好准备了吗？

截至目前意甲联赛已经进行了 23
轮，从积分榜形势来看，最有机会争夺
联赛冠军的是 AC 米兰和尤文图斯，曾
经的“神圣同盟”正在复辟。 乌迪内斯、
拉齐奥、国际米兰、罗马以及那不勒斯
的目标则是冲进下赛季的欧冠联赛。莱
切、切塞纳、诺瓦拉以及降级区外的锡
耶纳、博洛尼亚、亚特兰大等则需要为
保级而努力。

在争冠形势上：本赛季有希望争夺
冠军的球队中，AC 米兰的实力最强，
队中有伊布、博阿滕、蒂亚戈席尔瓦等
众多当红球星，三条线实力均衡，是联
赛冠军的最大热门球队。不过球队近期
遭遇伤病危机， 多达 11 名球员因伤无
法出场， 相信在未来这些球员复出之
后，球队的表现会比现在更好。
�������尤文图斯本赛季虽然没有太多明星
球员，但球队整体实力均衡，三条线都由
实力派球员构成，目前他们的积分已经超
越AC米兰，夺冠的希望大增。

下赛季， 意甲将只有三个欧冠名
额，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尤文和米兰基
本上可以锁定两个欧冠席位了，而剩下
的一个就将在乌迪内斯、拉齐奥、国际
米兰、罗马和那不勒斯之间产生。 目前
形势最好的是乌迪内斯和拉齐奥，两队
分列第三和第四位，积分也比身后的对
手高出很多。 只要他们能够保持状态，
不出现太大起伏，那最后的欧冠名额肯
定会在两队之间产生。
�������意甲的保级形势也逐渐明朗，从目
前的积分和球队情况来看，切塞纳和诺
瓦拉降级几乎无法避免， 卡塔尼亚、帕
尔玛、切沃相对较为安全，亚特兰大在
冬歇期之后表现不佳，不过球队的实力
并不弱， 在开赛前扣六分的情况下，他
们依然能够占据联赛第 15， 相信他们
可以凭借实力留在下赛季的意甲赛场。
而最后一个降级球队将在博洛尼亚、锡
耶纳和莱切之间产生。

“幸运赛车”奖期号
即将调整

超级大乐透 10 万元大奖中奖票

顶呱刮“麻辣 6”票种 10 万元大奖中奖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