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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5月 29日，衡阳市石彭区潇湘

街 88013 竞彩店又新创 600%多的返奖纪

录，中奖高达 18万多元。

据悉，88013 竞彩店自开业以来，不管

是销量， 还是返奖率都保持全市乃至全省

前茅。

据了解，该店老板李先生是位竞彩高

手，他总结的玩竞彩三字诀“竞彩好，二三

串，多投入，稳回报”得到了彩民们的一致

认同。

“店内中奖宣传栏上二串一的经典中

奖票就是最好的体现。 ” 李老板很骄傲地

说。据他介绍，许多“竞彩多串顽固份子”到

他店里也不由得跟上了竞彩三字诀潮流。

这不，5月 29日， 该店又新创 600%多的返

奖纪录，中奖高达 18 万多元，而且该奖金

人人都有份。据说当晚球赛结束后，李老板

带领所有的中奖彩民摆了两桌， 吃夜宵至

深夜。

竞彩总是有这般强大的魅力把所有

的球迷、彩民聚集在一起，不断上演的各类

赛事让彩民分享中奖的快乐。 据悉，6 月 3

日,竞彩将开售 2011 赛季美国女子职业篮

球联盟（WNBA）赛事，在 NBA 总决赛期

间， 保证篮彩玩家依然有足够的比赛可以

串关。

■记者 侯小娟

最牛竞彩店

最高返奖达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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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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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大乐透第 11061期推荐（7+3复式）：02、08、14、19、23、24、28+01、05、11

排列三第 11146期推荐（5码复式组选）：1、2、5、6、7(仅供参考）

4年销量 326亿 巨奖 974个 大乐透助体彩发展

2011年 5月 28日，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游戏迎来了四周岁的生日。 4年来，全国体育彩票发行和销售机构本着 "来之于民，用之于民 "的发行宗旨，安全运行，健康发展，经过不懈

努力，截至 5月 25日，超级大乐透销量已经超过 326亿元，累计返奖 139 亿元，筹集公益金逾 114 亿元，诞生巨奖 974 个，为中国彩市的健康有序发展注入了源源的活力，为我国社会公益事

业和体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5 月 30 日晚，超级大乐透迎来 11062

期开奖，当期开出 2 注头奖，瓜分 400 万

派奖， 包括派奖金在内一等奖单注奖金

达 1012 余万元，其中 1 注追加，共获奖

金 1619 余万元，为 4 周岁的超级大乐透

送上厚厚的大礼。 当期开奖后，奖池依然

高达 3.26亿。

据悉， 这是超级大乐透连续 3 期开

出千万以上大奖。 5月 25日第 11060期，

来自黑龙江和吉林的幸运彩民分享了两

注头奖，其中黑龙江彩民是追加中奖，总

奖金高达 1753 万元， 吉林彩民没有追

加，奖金依然达到了 1096 万元；5 月 28 日

第 11061期全国再爆 3 注头奖， 花落山东

和四川两地。 山东和四川攀枝花彩民各收

获一注基本投注一等奖， 单注奖金达到

919.4万元，四川南充的一个彩民采用追加

投注，总计揽奖达到 1471 万元；5 月 30 日

11062期则再开两注千万大奖。

而自第 11055 期超级大乐透开启亿元

大派送以来，仅仅 8期的时间已送出 32注

头奖，注注都是 500万及以上大奖，其中有

7 注为千万以上大奖， 单注最高为 11060

期黑龙江彩民的 1753 万元。 特别是第

11058 期，大乐透刷新了五项纪录，单期销

量 1.23 亿元， 头奖数量 21 注， 头奖总额

1.27 亿元，单期派奖 2 亿元，头奖分布 15

个省份。

派奖以来， 我省彩民遗憾暂时无缘

头奖， 但斩获了 18 注二等奖。 第 11061

期，永州市 11099 体彩投注站喜中 1 注追

加投注二等奖，总奖金高达 45.1 万多元。

怀化彩民也中得 1 注 28 万多元的基本投

注二等奖。希望我省彩民在接下来的角逐

中多多中奖，中大奖。

■通讯员 蒋晓琴

体彩大乐透派奖 8 期送出 7 注千万巨奖

NBA主题即开型体育彩票上市后，受到

了众多彩民和 NBA 球迷的欢迎， 高达

36.69%的中奖率也使彩民们收获多多。 仅一

个多月的时间便中出 2 注 25 万头奖，分别被

长沙市 02003 体彩投注站和长沙市麓山南路

450号 01272体彩投注站幸运彩民斩获，其他

奖项则不计其数。

据悉，一系列的营销活动也随 NBA 主题

票的上市而展开。“劲爆奖上奖”活动于 5 月

31 日结束， 我省共送出 NBA 特许产品运动

礼包 700 多套， 众多彩民赢得了奖金与奖品

的双丰收。暂时没有中奖的朋友也不必灰心，

全国范围内的“超值大礼包”活动仍在火热进

行中。

5 月 30 日，“超值大礼包”活动进行了第

2 期抽奖，产生了一等奖 5 名，二等奖 50 名，

详情请登录中国体彩网 www.lotter.gov.cn 查

询。 该活动将持续到 9月份，每月 15 日和 30

日各进行一期抽奖，每次抽奖设置一、二等奖

两个奖项。 如果您手中的 NBA 彩票没中奖，

赶紧拿起手机， 移动、 联通、 电信用户发送

“CJ”+ 非中奖票的票号到 123987168（如票号

为 “35-0077-004400-027”， 则 输 入

“CJ350077004400027”即可），或登录中国体

彩网（http://www.lottery.gov.cn/nbadgg）、新

浪网（http://sports.sina.com.cn/l/nbadgg）参加

“超值大礼包”活动，赢取值得珍藏的 NBA 特

许礼品吧。

此外，我省“挑战投篮王”活动也相继在

各市州展开， 现场参加活动即有机会赢取

NBA特许礼品。

■通讯员 蒋晓琴

能刮的 NBA��好玩的顶呱刮

“劲爆奖上奖”送出 700 余份“超值大礼包”持续精彩

足彩胜负彩大奖接踵而至

“足彩是门技术活”、“酷爱足球”、“独

爱足彩”、“中了很多次”这些话不约而同的

出自足彩大奖得主之口。 近期，我省足彩大

奖接踵而至，再次体现了我省彩民的实力。

最后 6分钟 千万别进球

5月 23日， 足彩胜负彩第 11054 期开

奖， 怀化市沅陵县文化南路 92007 竞彩店

一彩民喜中 1 注一等奖，单注奖金 96 万余

元， 同时中得 5 注二等奖， 使得总奖金达

103万余元。

据了解，最后一场比赛已是深更半夜，

大奖得主与几位彩民在 92007 竞彩店看

球，当比赛进行至 70 分钟时，尤文图斯 1:2

落后了，大奖得主心都悬起来了，大喊：“尤

文，进一个，打成平局就是一等奖啊！ ”紧张

的比赛让他满头大汗， 幸好第 84 分钟，替

补出场的马特里推射入网，2 比 2 打平了！

他高兴得跳起来，马上跑出门外烧香去了，

“最后 6分钟，千万别进球了！ ”让人倍感煎

熬的几分钟过去了，一等奖到手了！

据悉，大奖得主有过几次中奖经历，最

高中过 20 多万元， 这次仅花 64 元小复式

投注便赢得了 103万余元大奖。

守在店里研究了一天

5月 31 日， 胜负彩第 11055 期一等奖

得主何先生（化名）现身省体彩中心，除揽

获 35 万余元外，还中得 10 注二等奖，总奖

金 41万余元。

据了解，何先生酷爱足球，足彩上市便

开始购买， 几万元的奖金经常中，“平时是

业主或朋友帮忙来领奖， 这次中了大的自

己来！ ”由于工作繁忙，何先生平时都是急

急忙忙打票， 这次守在长沙市新世纪家园

01485 体彩投注站（竞彩店编号：81045）研

究了一天， 擒获了大奖，“以后就在这家买

了，在这里中过很多次大奖，是我的幸运投

注站。 ” ■通讯员 蒋晓琴

排列三 320万派奖持续火热 大奖频频爆发

本报讯 5月 29日，排列三第 11142期

开奖，当期开出奖号“889”，我省喜获 640

注直选奖和 813 注组三奖，分落全省各地。

中奖最多的是长沙市 01057 体彩投注站，

喜中 250 注直选奖，收获奖金 26 万元。 另

外， 湘潭市 07008 体彩投注站喜中 120 注

直选奖； 永州市 11008 体彩投注站喜中 53

注直选奖； 株洲市 06253 体彩投注站喜中

170注组三奖。在排列三 320万大派奖活动

的作用下，彩民收获的奖金更为丰厚。

排列三 320 万大派奖活动， 将排列三

直选奖加奖到 1040 元， 组三奖加奖到 333

元， 组六奖加奖到 166 元。 此次我省中得

640注直选奖，813注组三奖，一共收获派奖

奖金 3 万多元，非常不错。 截至当期，派奖

活动已经派出 206万多元奖金，还有 100多

万元奖金等彩民朋友来分享！

据悉， 同期开奖的排列五也表现得不

错，当期我省排列五玩法中出 4 注 10 万大

奖。 其中永州中出 3注，怀化收获 1注。 在

排列三 320 万元大派奖活动的影响下，彩

民投注排列三的倍数增加了， 并且也促进

排列五更多大奖的诞生。

“近期排列三、排列五的销量都还不错，

中奖概率相对较大，加上有派奖活动，彩民

对这两种玩法关注得比较多。 ”湘春路上一

家投注站的工作人员说。

■记者 侯小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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