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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大乐透第 11139 期推荐（7+3 复式）：05、07、20、21、24、28、32+05、06、08
排列三第 11321 期推荐（5 码复式组选）：0、2、4、7、9（仅供参考）

这一天，湖南的彩民中奖中爆了
11 月 18 日，对于湖南彩民来说是幸运
的一天。 排列三、幸运赛车、顶呱刮等玩法，
在这一天频爆大奖， 让湖南彩民着实地过
了一把瘾。
邵东彩民揽获排列三 40 万
11 月 18 日，排列三第 11315 期的开奖，
邵阳市邵东县文体路星城花园 73 号门面
818 彩吧 09081 体彩投注站中出 407 注直
选奖，其中有 400 注为一位彩民朋友中得，
他通过精心选号喜中 40 万元大奖，而另外
一位跟进购买的彩民朋友也中得 7 注直选
奖！
据 09081 体彩投注站业主张女士介绍，
中奖彩民是一位技术型老彩民， 平时喜欢

制作投注计划，常有奖金入账，之前在排列
三第 11278 期就喜中了 67 注直选奖。 这次
他首先看好 47 二码， 重点打 47 带 0369 的
号码，其中号码“347”打了 400 倍的直选组
合复式票。 而他看好的 47 二码也得到另一
位彩民朋友的认同，进行了 47 二码全拖并
倍投 7 倍的投注，也收获 7000 元奖金。
值得一提的是，这位彩民当晚并没有在
09081 体彩投注站现场投注，而是在选好号
码后，打电话让张女士代为购买。 在电话中
忘记了还要购买排列五，而排列五后两位开
奖号码
“
99”正好是他看准了的组合。
湘潭彩民“赛”出大奖
11 月 18 日，湘潭市韶山东路 07201 体彩

“
满哥”中得大奖，
赛车店一位 30 来岁的年轻
两张彩票加起来获得奖金 15.8 万多元。
除了“18 要发”这个日子给了这位彩
民不少运气以外， 他的技巧也非常重要，
这位彩民经常购买赛车， 平时小奖不断，
总是处于盈利状态， 这 一天 他 又来 到了
07201 体彩赛车店，坐在店内开始分析，过
了一阵子， 这位彩民 似 乎看 到了 什 么门
路，很果断地走到了投注机旁，买下了 这
张一胆拖 5 码的胆拖前三票， 倍投了 20
倍，投注额为 2400 元。 结果真如这位彩民
所料， 中奖了！ 奖金近 14 万元。 11 月 20
日，他又以一张 1 胆拖 3 码、倍投 35 倍的
胆拖前三票喜中 2 万余元奖金，让人羡慕
不已。

株洲彩民独揽排列五 60 万元大奖
体彩排列五玩法单注固定奖金 10 万
元，但是不少彩民通过倍投、复式等投注方
式赢得数十万、数百万大奖。 近期，我省彩
民不断摘得排列五大奖， 继 11 月 15 日长
沙市 01520 体彩投注站彩民喜中 250 万元
大奖之后，11 月 20 日晚， 排列五第 11317
期再次送出大奖。当期全国共中出 69 注大
奖，我省彩民夺得其中 8 注，有 6 注出在株
洲醴陵市老食品城 2 号门面 06271 体彩投
注站， 另外 2 注分落长沙市 02046 体彩投

注站和益阳市 03272 体彩投注站。
醴陵市 06271 体彩投注站中出的 60
万元大奖被一位彩民朋友独揽， 他在 21
日上午就赶到省体彩中心兑领了奖金。 中
奖彩票一共有三张，每张均为 4 元的单式
票，从打票时间上可以看出，18:50 他打了
两张票， 过了 12 分钟后， 他又打了一张
票，为他多带来 20 万元大奖。
据这位大奖得主介绍， 他喜欢在
06271 体彩投注站和几个彩民朋友聊排列

三、排列五玩法，主要参考依据就是看走势
图，判定奇偶、大小、和值等情况，另外还喜
欢参考一些专家、业主推荐的号码，属于技
术型彩民。 这次也是通过看走势图选的号
码，除了 6 注排列五大奖外，他还中得 4 注
排列三直选奖，共收获 60.4 万元奖金。 另外
那几位彩民朋友这次没有跟进， 不过之前
他们也中过一万多元、 两万多元的排列三
奖金，收获也不错。 相信接下来这几位彩民
朋友还会中大奖。

郴州彩民“刮”出 10 万大奖
顶呱刮近期大奖频出，11 月 18 日，郴
州市兴隆步行街中央的即开型体育彩票销
售点再次传来喜讯， 一位彩民朋友在此刮
出“生日快乐”头奖，喜获 10 万元大奖！
据悉，这位彩民是即开型体育彩票“顶
呱刮”的忠实爱好者，对顶呱刮彩票爱不释
手， 每次在兴隆步行街游玩的时候都会忍
不住一试身手。 这次他也只是去试试手气，
看能不能刮中一些小奖， 但没想到在刮第
二张“生日快乐”的时候居然刮中了一个 10
万元的大奖，让他喜出望外。
此外， 当日开奖的排列五也中出 2 注大
奖，我省彩民收获奖金 20 万元。

足彩 10 周年特别节目
本周播出
为庆祝中国足球彩票发行 10 周年， 增加
体育彩票公益品牌和竞猜型彩票的推广力度，
今年 9 月至 11 月期间， 国家体彩中心联合中
央电视台组织了“风云球王争霸赛”主题宣传
“
足彩 10 周年专题电视节目”。
活动并录制了
据悉，足彩 10 周年专题节目《足彩十年，
竞彩绽放》已于 11 月 23 日 13:22 在中央电视
台体育频道首播，将于 11 月 26 日 21:05 在中
央电视台风云足球频道（数字频道）重播。“足
彩 10 周年 - 风云球王争霸赛”主题活动纪录
片《足球华彩》将于 11 月 26 日 20:30 在央视
风云足球频道播出。 敬请收看！

顶呱刮新票种再度组团火热上市
百万元大奖票再次来袭
票种丰富多样、简单好玩的顶呱刮再推新票啦！ 面值 20 元荧光票“超级赢家”、
珠光宝气的 10 元面值票“好运 8”、寓意完美的 2 元面值票“
10 全 10 美”等三款票种
将组团在我省掀起刮奖热潮。 65%的返奖率将让彩民朋友充分享受到即开型体育彩
票顶呱刮
“即刮、即中、即兑”的刮奖乐趣！

体育彩票开奖短信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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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