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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顶呱刮”第一款 30 元面值即开
型体育彩票———“宝石之王” 将与我省彩民
见面了。 该票面值 30 元，头奖 150 万，将成
为彩市中疯狂的“宝石”，带来前所未有的精
彩体验！并使即开型彩票 100万的最高奖成
为历史！
众里寻宝 赢者为王

在游戏设计上，每张“宝石之王”共有
26次中奖机会，票面多达 5种玩法。 刮开覆
盖膜，如果出现指定的“钻戒”或者“王冠”标
志，即可分别中得该标志下方所示金额或所

示金额的两倍。 此外，其他区域的关键数字
匹配、两同、对数字游戏，同样好玩，乐趣无
穷。

“多刮多金彩，多赢多开心”。 在票面设
计上，该票采用魅惑紫为主色彩，汇集大量
宝石元素，绿宝石、蓝宝石、红宝石、黄宝石
等，点缀其中，不觉让人心生“暗恋”，如同开
启埋藏千年的宝盒， 让购彩者释放寻宝情
结。

大奖大得诱人，中奖丰之怡人。在奖级
设置上，“宝石之王”增加了百元至千元中等

奖金的比例，满足更多购彩者对中等奖金的
购彩需求。
坚持公益之路 传递一片爱心

诞生于 2008年的即开型体育彩票“顶
呱刮”，游戏品种丰富，票面设计精美，动感
而有朝气的品牌特征，强烈吸引着众多购彩
群体，是社会公众向公益事业奉献爱心的一
个重要渠道。 截止到 8 月底，即开型体育彩
票“顶呱刮”在 2011年共筹集公益金超过 25
亿元，为社会公益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

■蒋晓琴

顶呱刮“宝石之王”即将震撼登场
头奖 150万 26次中奖机会开创即开票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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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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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9 日，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
第 11110 期全面爆发， 迎来真正“全民中
奖”狂潮！当期一等奖疯狂开出 65注，每注
奖金为 69.3 万元， 其中 19 注进行了追加
投注，每注多得奖金 41.6 万元。 二等奖开
1203 注，每注奖金 1.2 万元；其中 177 注进
行了追加投注， 每注多得奖金 0.72 万元。
当期，全国 23 个省市中出一等奖，我省喜
中 7注一等奖。

据了解，该期大乐透创下多项出奖纪
录———单期头奖中奖注数最多， 单期复式
或胆拖投注头奖中奖注数最多， 单期头奖
中奖省市最多。
我省喜中 7注一等奖

据悉，“超级大乐透” 第 11110 期中奖
号码为：前区“30、31、33、34、35”；后区“04、
07”。前区 5个号码全部为 30以上的大号，
这在超级大乐透开奖历史还属首次。 超级
大乐透头奖偏向于大号， 且彩民也热衷于
守大号，因此当期的大号一现身，便引来头
奖大“井喷”，二等奖数量更是飙升至 1203
注。根据超级大乐透游戏规则，二等奖的中

奖条件为“5+1”，也因此，大号一开，二等奖
中出数量也飙升至罕见的千注之上。 当期
全国总返奖金额高达 1.44亿元。

当期我省喜中 7 注一等奖，其中 3 注
进行了追加投注。 大奖分别出自长沙市
01053 体彩投注站、01114 体彩投注站（2
注）、浏阳市 02180体彩投注站、株洲 06189
体彩投注站、湘潭市 07091 体彩投注站、永
州市 11200体彩投注站。 9月 20日，其中 5
位大奖得主不约而同的现身省体彩中心火
速兑奖。21日，长沙 01053投注站大奖得主
也将属于自己的大奖兑走。
买彩不能让老婆知道

长沙市 01114投注站中奖彩民刘先生
（化名）中得 2 注一等奖，据介绍，他购彩投
入相对较大， 曾经也中过不少大大小小的
奖，这次不仅仅喜中 2 注一等奖，还中得多
注二等奖及其他奖级， 奖金合计高达 260
余万元。

刘先生风趣的表示，买彩不能让老婆
知道，不然会挨骂。但是自己就是爱好体育
彩票，买彩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购彩对
他来说有一种独特的快感， 不仅有中奖的
希望，还能为公益事业献上一份力量。
守号中得大奖

非常凑巧的是， 在株洲 06189 体彩投
注站中得 1 注追加一等奖的马先生（化
名）、在湘潭市 07091 体彩投注站中得 1 注
一等奖的李先生（化名）以及在长沙 01053
体彩投注站中得追加一等奖的林先生（化
名）都是通过守号中奖的，三位大奖得主都

认为大号开出几率高， 守号一到两年终于
如愿以偿。

同时他们都表示，超级大乐透一等奖
中奖概率是同类彩票玩法中最高的， 因此
一直坚持购买。“我一直都追加的，这是这
个玩法的精华，这次不就多了 40多万吗？ ”
马先生非常看好大乐透追加投注。
多期投注擒得大奖归

而在本次一等奖大奖得主中，还有两
位得主也采取了令人惊人的同种投注方
式，那就是多期投注，永州市 11200 体彩投
注站中得的 1 注追加一等奖与浏阳市
02180 体彩投注站中得的 1 注一等奖都是
通过 15期投注中得，永州大奖得主表示已
经错过了两次头奖， 不能再因为工作忙没
时间投注而失去大奖了， 因此采取多期追
加投注的方式，终于擒住大奖了。

其他大奖得主都笑着说：“是你的永

远都跑不了！ ”浏阳 02180投注站业主杨女
士特意陪同大奖得主来领奖， 大奖得主是
投注站的老顾客，经常采取多期投注，这次
的号码守了一年多。 杨女士非常看好体彩
事业，也坚信自己的正确选择，这次大奖也
给她的投注站带来了幸运， 彩民朋友纷纷
前来祝贺并购彩沾沾喜气。

此外，据了解，当期复式和胆拖票依
然是头奖中出的主要投注方式，当晚中出
的 65 注头奖中，有 46 注全部采用了胆拖
或复式的投注方式， 仅有 19 注采用单式
投注，可见复式和胆拖投注更加容易中出
头奖。

由于大奖井喷，大乐透奖池被洗劫一
空， 国家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于 21 日宣布
再次向第 11111 期奖池一次性注入 1000
万元，由一般调节基金支出。

■记者 侯小娟

超级大乐透头奖得主扎堆领奖

超级大乐透浏阳市 02180体彩投注站大奖得主。

超级大乐透第 11110期一等奖中奖彩票。

���������体彩新型竞猜游戏“幸运赛车”全省
开跑以来， 奖销两旺。 目前全省销量突破
了 500万元，各地大奖时有中出。
守株待兔

9 月 13 日，衡阳市 08621 赛车销售网
点就上演了一番精彩的夺奖大战。 当天几
位彩民朋友看好 5号赛车会夺冠， 便采用
了追守的投注方式“守株待兔”，终于在第
58 期“守得云开见月明”，等来 5 号赛车顺
利夺冠！ 大家一共斩获十几万元奖金，其
中一位彩民朋友购买了 12张彩票，每张均
选择 5 号赛车打 5 次，倍投 99 倍，每张投
注 990 元，中奖 9900 元，总共收获 11.8 万

多元奖金。
生日幸运号

9 月 12 日， 一位彩民路过长沙市
01644 赛车销售网点网点， 通过张贴在外
的宣传海报看到这种新型玩法，决定试试。
一进来就对老板说：“给我打注生日号码
吧！ ”。 没想到这位彩民仅花 36 元喜获
28044元奖金回家。
坚持倍投

据悉，郴州一彩民朋友通过简单的前
一玩法中得了 27000 元的大奖。 玩前一也
能收获如此大奖？ 原来，该彩民选择 10 号
车，进行了 300倍的倍投。如此果敢让人捏

了把汗， 同时也不得不佩服这位彩民朋友
的眼光毒辣， 想必这位彩民朋友也作了不
少的功课。
梦来大奖

9 月 13 日下午 4 点，湘潭县 47214 赛
车销售网点进来一位老彩民张先生， 一进
门就说：“昨晚我做了个梦，老是梦见了 12
这个数，许老板，给我打 99 倍的 12 号车”。
经过几轮角逐，12 号车只有一次进入前
三， 和他一同进来的罗先生不断地催促他
放弃。在当日第 55期再次出现一个 9号车
后，张先生唱出“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
手”， 他平静地对许老板说：“请给我打 10

个 99 倍的 12 号赛车”。 12 号车果然不负
重望，瞬时整个彩票店内沸腾了，张先生收
获 13860元。
神秘操刀

汨罗市 05011赛车销售网点有一位神
秘彩民， 每次都是在晚上 9 点以后才来店
里， 在最后倒数 3 期开始连拿大奖。 据了
解，他是一名技术型彩民，每天都会来彩票
店玩“幸运赛车”，中奖率特别高。这位彩民
主要玩“前三投注”，采用直选、复式、定位
复式的投注方式。

上市至今，“幸运赛车” 凭着中奖容
易、奖金高、即开即兑的特色，引来越来越
多的人们的关注。 光看着别人中奖的你们
还在等什么呀？心动不如行动！还不赶快来
“赛车”，将幸运大奖抱回家！ ■蒋晓琴

赛车奔驰 招招都中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