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寻宝大挑战”第 4期活动火热进行
集齐 7种顶呱刮票面可获三星平板电脑

7 月 29 日下午，“赛车升级
好礼相送”活动三重礼之“买赛
车 看赛马”第二期中奖名单在株
洲市荷塘区红旗广场新华西路
06032 体彩投注站揭晓，再次送
出 15 个“免费香港看赛马”名
额！ 该活动还将进行 4 期抽奖，
60 个“免费香港看赛马”名额等
你来抢！

第二期中奖名单出炉有你吗？

“赛车升级 好礼相送” 活动
共有三重礼，分别是“买赛车 看
赛马”“加微信 拿红包”和“玩转
盘”，其中“买赛车 看赛马”一共
准备了 90个“免费香港看赛马”
名额。从 7月 15日 -8月 15日，
凡使用湖南体彩会员号在活动期
间购买“幸运赛车”彩票，单票 6
元（含）以上，即可参加每周 1 次
的抽奖（非会员彩民需先登录湖
南体彩网 www.hnticai.com,在
“会员中心”完成注册方可参加此
项活动）。

7 月 29 日下午， 在株洲市
06032体彩投注站，在业主、彩民
的见证下，15 个湖南体彩会员号

分批抽出，这意味着 15 个“免费
香港看赛马”名额各有其主了！活
动主持人现场连线了几位大奖得
主，告知他们中奖的消息。如果您
没接到电话，但参与了活动，请记
得查看中奖名单！

活动连续举行 6 周， 每周
均抽取 15 个“免费香港看赛
马”名额。 下周的抽奖将于 8 月
5 日在湘潭市雨湖区韶山东路

450 号举行，当地的彩民朋友可
以去见证。 活动现场设赛车知
识抢答环节， 答题正确可获得
礼品噢！

关注湖南体彩微信
拿红包抽大奖

不用购买幸运赛车彩票，也
可以抽“免费香港看赛马”名额，
抢“赛车红包”！

这是“赛车升级 好礼相送”
活动三重礼之“加微信 拿红包”
和“玩转盘”。 7月 15日 -8月 15
日，活动期间,新关注湖南体彩官
方微信（hunanticai） 即可获得
“幸运赛车红包”1 个， 红包金额
3—9 元由系统随机派发，红包总
金额 16 万元，共 28000 个，派完
为止。 每个新增的微信用户只能
领取 1个红包。 另外新老用户均
可以点击“赛车抽奖”，进入“玩转

盘 抽大奖”游戏，可以抽取“免费
香港看赛马”名额和“赛车红包”！
无论您通过哪种方式抽中“免费
香港看赛马”名额，请在公布中奖
名单后的 5天内向湖南省体彩中
心申报登记，办理兑奖手续，申报
电话：0731-85170383。 获得“赛
车红包”奖项的彩民，请凭微信收
到的电子兑换码在体彩赛车店兑
换幸运赛车彩票，2015 年 9 月 5
日前使用有效。

湖南体彩狂送“免费香港看赛马”名额
7 月 29 日第二期中奖名单揭晓

第二期“免费香港看赛马”名额中奖名单

彩民在赛车知识抢答环节赢取奖品。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手机号码
135****4153
139****7283
151****9608
138****4016
138****7990
186****7773
130****9811
182****3696
189****0039
182****3231
132****4112
135****2398
152****7916
151****5009
153****3466

姓 名
杨桂香
冯 雷
陈爱菊
王 群
李棋军
曾强伟
更 好
江依军
申金华
邓 卿
彭艳红
文 艳
李小平
吴燕波
李 丽

网点编号
4312092030101
4306085788101
4306005121101
4313013137101
4304048518101
4310010032101
4301002124101
4305009282101
4305049628101
4312012263101
4308014079101
4301002442101
4301002635101
053116
4301081149101

地区
怀化
岳阳
岳阳
娄底
衡阳
郴州
长沙
邵阳
邵阳
怀化
张家界
长沙
长沙
娄底
长沙

目前，体彩顶呱刮“寻宝大
挑战”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关注
“体彩顶呱刮” 官方微信 (微信
号：ztcdgg)的用户，点击“寻宝
挑战”菜单就可获得游戏机会。

进入活动页面，点击“开始
寻宝”，依次刮开“宝藏图”里藏
着的 7 张顶呱刮票面，一周集齐
当期指定 7 种不同的票面，你就

能获得“三星平板电脑”1 台。 另
外遇到顶呱刮标志图案，也能获
得“幸运大奖”，奖品为 NBA 大
礼包 1 套。

目前，第 3 期活动名单已经
产生，在体彩顶呱刮微信通过“寻
宝挑战”菜单进入游戏，查看“获
奖名单”即可。

如果你登上了获奖名单，

而且还没填写收货地址， 赶快
点开顶呱刮微信“个人中心”
补录收货信息。 工作人员会在
本周之内逐一电话通知中奖并
核实你的姓名、 收货地址等信
息， 经核实确认之后， 工作人
员会在近期快递出你的奖品。
中奖咨询电话：400-810-2008�
(9:00-17:00)�。

7 月 27 日零时，第 4 期“寻
宝”开始，第 4 期的线索：7 种票
面———通吃、 甜蜜蜜、 小蛋糕、
LOVE、红玫瑰、十倍幸运、宝石
之王。 每当你刮出一个正确的线
索（顶呱刮票面），“个人中心”页
面就会点亮一张票面，当你“个人
中心”的 7张票面全部点起来后，
大奖就是你的了！

据财政部网站消息， 中央财
政近日下拨地方 2015 年度专项
彩票公益金 9亿元，支持革命老区
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公益金再
次履行国家赋予的光荣使命。

财政部下拨的 9亿元资金将
重点用于支持贫困革命老区县生
产性小型基础设施建设， 改善贫

困村生产生活条件， 帮助贫困群
众发展生产、增收致富。为促进提
升资金使用效益， 中央财政在明
确资金使用范围和重点的基础
上，切实下放项目审批权限，引导
地方整合资金解决贫困革命老区
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
同时， 中央财政着重加强资金监

管和项目指导， 确保资金使用安
全、项目有序实施。

财政部指出，“十二五” 以来，
中央财政已累计安排专项彩票公
益金 50.25亿元， 在贫困革命老区
县实施了一系列扶贫开发项目。 相
关项目的实施，改善了贫困革命老
区基础设施条件和村容村貌，加快

了贫困地区产业发展和贫困群众
脱贫致富步伐，得到了基层政府和
人民群众的充分肯定。

体彩公益金是中央彩票公益
金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社会经
济的发展和国家公益事业的需
要， 体育彩票筹集的公益金使用
范围更加广泛。 除了用于全民健

身和奥运争光计划， 体育彩票公
益金还广泛用于社会保障基金、
红十字人道主义救助事业、 教育
助学、医疗卫生、残疾人救助、城
镇和农村医疗救助基金、 抗震救
灾和灾区重建、基层文化建设、扶
贫等社会公益事业， 成为名副其
实的国家公益彩票。 ■丰佳佳

支援老区推进农村扶贫 彩票公益金践行光荣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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