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免费热线：12580呼三湘都市报 新闻热线：0731-84326110�����发行热线、投诉：0731-84316668、84315678、84329777���广告热线：0731-84329988�����本报地址：长沙市芙蓉中路一段 440号 邮编：410005

欢迎登录湖南体彩网www.hnticai.com

2011年7月28日 星期四

C07

�������本报讯 近日，体彩排列三玩法如湖南

的气温，返奖率一浪高过一浪，整个 7 月，

彩民频频中奖。 此外，记者了解到，320 万

元派奖活动已经进入收官期，截止 7 月 26

日，320 万元只剩下 6.2 万多元，因此，彩民

们正在上演一场夺奖大战。

7 月 25 日第 11199 期， 长沙市梓园

路 228 号 02151 体彩投注站一彩民喜中

排列三直选奖 90 注， 共收获奖金 9360

元；7 月 11 日， 我省中出排列三直选奖

762 注，组三奖 1049 注；7 月 13 日，我省

中出直选奖 480 注， 组六奖 938 注；7 月

14 日， 我省中出直选奖 941 注， 组六奖

919 注；7 月 16 日，中直选奖 407 注，组六

奖 513 注；7 月 17 日，中直选奖 534 注，组

六奖 1428 注。 再往前推的话，7 月 4 日，

当期开出了和值 10， 我省收获直选奖

1537 注，组六奖也有 987 注，返奖率高达

182%，将近 200%的返奖。

在排列三 320 万派奖助推下， 我省排

列三奖销两旺， 一些精明的彩民排列三彩

民抓住机会，利用小复式、胆拖等投注方法

“跟踪追击”，收获了比平时更多的奖金，并

为排列三聚集了越来越高的人气， 排列三

销量也积极攀升。

“近段时间，排列三的销量确实还不

错， 很多彩民抓住了派奖的尾巴， 多获

得了一些奖金。 ” 湘春路一家投注站的

业主说。

■记者 侯小娟

超级大乐透第 11�088 期推荐（7+3 复式）：02、04、08、12、15、21、23+05、09、11

排列三第 11201 期推荐（5 码复式组选）：2、3、4、5、9��(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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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民期待已久的体彩新游戏“幸运赛

车”，厚积薄发，试运行正式启动。 启动仪式

于 7月 28日上午在我省永州市体育中心广

场隆重举行，湖南省体育局局长李舜、永州

市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朱映红、永州市副市

长戴菊芳、 永州市政府副秘书长郑亚平、省

体彩中心主任李晖、书记龚智超、永州市财

政局局长李光富、 永州市体育局局长周平

平、书记张小惠等领导以及亚博科技公司的

嘉宾将出席启动仪式，共同见证“幸运赛车”

这一体彩新游戏在我省永州率先试点发行。

省体育局李舜局长将宣布“幸运赛车”

游戏试运行在永州正式启动，意味着“幸运

赛车” 这一体彩新游戏将很快从永州走向

全省乃至全国，与广大彩民朋友见面。

“幸运赛车”游戏是一款电子虚拟赛车

竞速游戏，从国外引进，率先在永州上市。

该游戏与香港赛马有“异曲同工”之妙，不

仅观赏性强，还可以自主竞猜，娱乐性、趣

味性极强。 游戏在设置 12 辆虚拟赛车竞

速， 赛车分别用号码 01-12 代表， 玩法简

单，有多种投注方式可供选择，购买者可以

竞猜每轮比赛的冠军或冠亚军或冠亚季

军；也可以进行位置投注，选中的赛车进入

前三名就中奖； 另外还可以竞猜连续两场

或三场比赛中第一名的赛车。 10分钟开奖

一次，每天有多达 72 次的中奖机会，单注

最高奖金达 50万元。

由于“幸运赛车”游戏的独特优势，一

露面就表现出极大的市场号召力， 前期销

售网点征召十分火爆， 永州首批报名加盟

的新老业主就有数百人之多，首批 70 余家

网点已经开店迎客。令人惊喜的是，游戏试

销期间奖销两旺，不少网点创下销售奇迹，

冷水滩梅湾路 517 号 11117 网点最高日销

售超过 5 万元， 而冷水滩翠竹路 202 号

11711 网点最高日销量则逼近 10 万元，在

销量稳步攀升的同时，中奖更是遍地开花。

业主与彩民纷纷表示，“幸运赛车” 游戏精

彩刺激，好玩易中，的确是一款不可多得的

游戏。 7月上旬，“幸运赛车”游戏开始向全

省推广，全省网点征召正在火热进行之中，

短短十来天时间，报名人数突破 2000人。

为回报市民朋友对中国体育彩票的支

持、庆祝幸运赛车在永州率先成功上市，体

彩中心还将在启动仪式上组织三轮幸运大

抽奖活动，从现场观众中产生 36 名幸运代

表，为他们送出豪华摩托车、时尚单车、F1

仿真车模等幸运大奖。 当晚还将在仪式现

场举行盛大的文艺演出和互动活动， 并向

现场观众送出精美车模、羽毛球拍、乒乓球

拍等众多礼品。 ■通讯员 蒋晓琴

体彩赛车从永州驶向全中国

“幸运赛车”试运行启动仪式 7 月 28 日在永州隆重举行

幸运赛车销售网点进驻永州步步高百货，吸引了不少市民的参与。

������� 7 月 28 日是超级大乐透江苏南京

1619万元大奖最后兑奖期限， 如果大奖得

主仍未现身， 这一注巨奖不仅将是体彩史

上的最大弃奖， 也将是国内彩市的最大弃

奖，还将是自《彩票管理条例》颁布以来，纳

入彩票公益金最多的弃奖。据悉，江苏体彩

兑奖大厅将 24 小时静候大奖得主，希望奇

迹能够发生。

猜疑一：闹市站点，游客购买

江苏省南京市高楼门 53 号的第 01065

体彩站点，是超级大乐透 1619 万元巨奖的

诞生地。从地理位置上看，高楼门位于南京

市鼓楼广场东北部，地处商业中心，是不少

游客到南京旅游时常去的一个地方， 不禁

令人猜疑， 这一注巨奖有可能是外地游人

在此地游玩时随手购买。

猜疑二：机选投注，忘记对奖

从票面上看， 南京这一注 1619 万元，

采用的单式追加投注， 其中一注命中 1619

万元。单式投注多为机选投注。机选投注选

号方便，但是也有缺点：购买者难以记住票

面上的号码。如果不拿票对奖，彩民就很难

知道自己中奖与否。

猜疑三：巨奖太多，意外中奖

大盘玩法超级大乐透，凭借其大奖大、

小奖多的特点，吸引了一批忠实的彩民。南

京这一注 1619 万元巨奖诞生于“亿元大派

送”期间，据统计，加奖 25 期，超级大乐透

共爆 93 注头奖， 头奖数量较加奖前猛增。

一些彩民想当然地以为“天上不可能掉馅

饼”，结果将彩票束之高阁，或者随手一扔，

从而错过了巨奖。 ■通讯员 蒋晓琴

�������7 月 18 日晚，在位于北京市丰台体育

中心的中国体育彩票开奖大厅，国家体育

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举行仪式，宣布中

国体育彩票开奖场地今后将向社会“敞开

大门”， 符合条件的公众只要拨打电话

010-63856787 预约报名，就可以到开奖场

地观看中国体育彩票开奖。 观看开奖者不

仅可以获得“开奖参观监督证书”，还会获

赠当晚开奖的体彩各玩法的彩票一注。

据了解，今后，凡是年满 18 周岁的公

民，在保证遵守开奖现场管理规定、服从

工作人员的安排的前提下，都可以拨打预

约报名电话，凭有效身份证件到现场观看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 观看开奖的整个流程

为：成功预约报名的观众，一定要在当晚

19 点前到达接待大厅，现场接待员在验证

身份后，会讲解观看开奖的注意事项。 19

点 30 分，观众存放私人物品，接受安检并

进入开奖现场，接待人员会为参观人员拍

摄开奖纪念照片，并为每一位参观人员制

作“开奖现场监督证书”。 20 点 30 分至 20

点 40 分， 参观中国体育彩票开奖及开奖

节目制作全过程。

今年，在继续开展邀请社会知名人士、

通过各省区市体彩中心组织彩民来现场

看开奖活动的同时，4 月 6 日，国家体彩中

心已将每晚体彩开奖实况通过新浪网、中

国竞彩网和中国足彩在线进行网络直播，

以弥补目前开奖信息发布渠道所存在的

客观时效限制，方便彩民实时查看。 这些

举措充分体现了体育彩票的公开、 公平、

公正，将让公众更加了解体育彩票开奖的

全过程。 ■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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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近日，顶呱刮即开型体育彩票

又推出两款新票“好运马上来”、“星座奇

缘”， 在这个热辣喧嚣的夏季，“顶呱刮”当

仁不让成了彩市最为流行的字眼。

据了解，“好运马上来” 票面采用清爽

明亮的绿色为底色， 棕色的高头大马载着

运动员奋力驰骋在广阔的草地上， 给人紧

张刺激的竞技快感， 让人犹如身临其境一

般。 面值 10元，共 10 个奖级，最高奖金 25

万元。刮开覆盖膜，如果你的号码中的任意

一个号码与中奖号码之一相同， 即中得该

号码下方所示的金额； 如果出现一个“赛

马”标志，即中得刮开区内所示的 12 个金

额之和，兼中兼得。

据了解，“星座奇缘” 票面以星座为设

计理念，构思新颖，左侧标注着各星座的起

止时间，广大彩民可挑选自己喜爱的星座。

该票面值 2 元，最高奖金为 1.5 万元，共有

2 次中奖机会，刮开覆盖膜，如果出现一个

星星标志，即中得该标志下方所示的金额。

兼中兼得。

新票的上市，将更加丰富即开票种类，

让彩民朋友参与顶呱刮时有更多的选择。

此外，顶呱刮 NBA 套票“超值大礼包”

第 6 期抽奖活动将于 7 月 30 日进行，那些

没有中奖的顶呱刮 NBA 即开票，千万不要

扔掉哦， 将票号发送短信或者输入网站参

与“超值大礼包”抽奖，说不定下个惊喜就

属于你！ ■记者 侯小娟

大乐透 1619 万巨奖仍无人认领 或创全国最大弃奖

“阳光开奖”新举措：体彩开奖场地向社会开放

排列三派奖进入收官期

320万派奖上演夺奖大戏

体彩顶呱刮又增加新票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