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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排列三、排列五玩法频频中出大
奖，让三湘的彩民们收获颇丰。

据悉，12 月 2 日晚排列五第 11329 期
开奖， 新化县孟公镇开业才一个多月的
53316体彩投注站喜中 7注，其业主伍先生
由于跟着店里彩民买号，也中了 20 万元大
奖。

据介绍，中奖彩民是一位技术型彩民，
家里走势图一应俱全，购买体彩排列三、排
列五就是平时最大的兴趣爱好。 虽然很热
爱，但他也保持很理性的购彩态度，一般购
买定位小复式，购彩金额在三四十元左右。
之前排列三也是购买定位复式票中奖的，
这种投注方式中奖概率大一些。12月 2日，
这位彩民自己有事， 便托朋友把号带到店
里， 第二天在朋友的告知下才知道中了大
奖。

据悉，投注站开业以来，这位彩民在这
里就中了两次排列三直选奖， 第一次中奖
1000 元，第二次中奖 2000 元。 业主伍老板
对他的选号非常佩服， 这次听说是帮他购
买的彩票，就果断跟买了 2 注，没想到也幸
运地中奖 20万元。

此外，排列五第 11328 期开奖中，全国
喜中 36注大奖，每注固定奖金 10万元。 当
期我省彩民朋友喜中 6 注大奖， 其中郴州
市龙泉路 23 号社区建设指导中心旁 10141
体彩投注站喜中 5 注， 株洲市 06209 体彩
投注站喜中 1注。10141体彩投注站当期还
中出 25注排列三直选奖，奖金达 2.5 万元，
加上排列五 50 万元大奖，均为一位彩民朋
友独揽，令人羡慕。

据大奖得主介绍， 中奖的这注号码她
已经跟守半年了， 这次只中 5 倍还是有点

遗憾的，平时一般还买得多点，前十天左右
有一次买了 100倍呢！ 她习惯排列三、排列
五一起购买， 大小奖一起中， 再开心不过
了！

此外， 排列三第 11328 期开出奖号
“811”， 冷藏 14 期未见的组三形态终于出
现，被守候已久的彩民朋友逮个正着，当期
全国中出 1.8 万多注直选奖和 2.1 万多注
组三奖，总共返奖 2511 万多元，返奖率高
达 103.4%。 我省的彩民朋友同样有出色表
现， 当期喜中 886 注直选奖和 746 注组三
奖，获得奖金总计达 112 万多元，返奖率高
达 151.5%！

排列三、排列五大奖频发

大乐透奖池连续
20期过亿元

�������体彩超级大乐透巨奖挡不住，千
万头奖成主流。 12 月 5 日晚，大乐透
第 11143 期又向天津彩民送出 1 注
1000 万元头奖， 可惜中奖者未有追
加，遗憾地错失了 600万元奖金。值得
一提的是， 大乐透已经连续 6 期开出
头奖，总计送出 12 注，其中竟有多达
8注奖金超越 1000万， 所占比例高达
75%， 大乐透高涨的出奖势头成为这
个冬日彩市的一道风景。

大乐透奖池历来是广大彩民关注
的另一焦点，奖池水位的高低，不仅意
味着送奖数量的多寡， 还可预见出奖
金的丰厚。 自 2007 年 5 月 28 日问世
后，大乐透奖池也在不断冲刺新高点，
从最初三年的最高值 1.23 亿，到 2010
年 1.68 亿的瞬间定格，再到今年奖池
水位如滚雪球般一步步跨越 2 亿、3
亿、4 亿大关， 直至 4.26 亿的巅峰纪
录。

而从 10 月 22 日开奖的第 11124
期开始，大乐透奖池又重拾昔日风采，
迄今已连续 20 期在亿元线以上领跑，
甚至还有两期突破 2 亿元防线。 截至
第 11143 期开奖后， 大乐透奖池资金
仍稳居 1.86 亿元，为广大彩民体验“2
元赢取 1000 万，3 元冲击 1600 万”的
极品盛宴埋下了伏笔。

超级大乐透第 11145 期推荐（7+3 复式）：02、12、13、24、25、27、28+08、11、12
排列三第 11335 期推荐（5 码复式组选）：0、1、2、5、7（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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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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 3日晚，排列五第 11130期开出奖号“88884”，全国中出 93注固定奖，单注奖金 10万元。 我省彩民收获其中的 30注，占三分之一，更值得可喜的是这 300 万元大奖全部落在邵东县
09292体彩投注站，这笔奖金很可能为一人所得。另外 09292体彩投注站还中出 20注排列三直选奖，收获喜人。当期排列三惊现豹子号“888”，全国共中出 20492注，我省彩民收获其中的 649注。

体彩排列五再现 300万元大奖

体彩赛车业主体验学习香港赛马
�������由湖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推出的
幸运赛车业主和销售员赴香港马会游学
活动第一批学习团顺利返回。这次的学习
活动受到了学习团成员的高度好评，大家
一致表示此行获益匪浅， 一定好好总结，
进一步做好赛车的工作，更好的为广大彩
民服务。

11月 30日， 湖南体彩幸运赛车首批
赴香港学习团来到香港赛马会总部和跑
马地马场， 现场观看了当晚的赛马比赛。
观赛过程中，学习团业主们深深地被香港
赛马紧张、激烈的氛围吸引，他们一致认
为幸运赛车与香港赛马颇为类似，有异曲
同工之妙，幸运赛车也将会有像香港赛马
一样美好的明天。

从幸运赛车永州试点开始已经有接
近半年的时间，这款好玩易学、中奖率高
的新体彩游戏大受欢迎，销售额也飞快上

涨，但是和香港赛马会的马彩相比还有一
定的距离。幸运赛车的业主们在香港亲眼
目睹了赛马比赛，并且体验了投注马彩的
感觉，都认为幸运赛车将拥有和香港赛马
一样的前景。

听说香港赛马会已经有 100 多年的
历史， 现在年销售额达到 1300 亿港币，
来自永州的业主李先生感到非常惊讶：
“等下比赛开始， 我一定要好好看看，赛
马到底有多大的魅力。 ”随后，他和其他
几位业主每人买了总额两百港币的马
彩。

赛马比赛开始后，参赛马匹如离弦之
箭奔向终点，李先生立刻和其他学习团的
业主早早就占好了观赛的位置。随着赛马
接近终点，业主们情不自禁地高呼自己投
注的赛马名字或者编号。 比赛结束后，不
论是否中奖，业主们脸上都洋溢着兴奋的

表情。
来自长沙的业主刘小姐说：“我自己

做幸运赛车，工作的时候特别忙，没时间
以一个投注者的角度来看赛车比赛。这次
看赛马，真正体验到了幸运赛车彩民的投
注心理，非常好玩刺激”。

与此同时，第二批赴港学习团成员评
选结果也已出炉，40 个网点经过努力经
营脱颖而出。 相比第一批赴港学习团，第
二批人员更多、规模更大，他们将在省体
彩中心统一安排下赴港学习。

另外，自 11 月 25 日起，“幸运赛车”
游戏的销售时间调整为上午 9 点至晚
上 11 点，开售时间延长 2 小时，竞猜期
数从每天 72 期升级为每天 84 期！ 对幸
运赛车感兴趣的彩民朋友，可以更加方
便地体验这款全国唯一的三维动态彩
票游戏。

�������12 月 6 日， 一位年轻小伙淡定自如的
走进省体彩中心兑奖室，他掏出三张彩票，
这三张足彩胜负彩彩票分别中得第 11122
期一等奖 1 注、二等奖 2 注，第 11123 期一
等奖 2注、2等奖 2注，第 11127期一等奖 1
注、2等奖 2注，奖金共计 10400509元。

不出笔者所料，这位来自湘西的大奖得
主果然是位足彩高手， 这已经是他第三次
前来兑奖了，之前一次还中过 90 多万元的

一等奖。 据他介绍，这些大奖都
是他和另外两位好友共同中得
的，他们一直都是足球爱好者，
经常聚在一起看球赛， 对各球
队都做了比较深的研究， 足彩
让他们的功课出了成绩。 他们
购彩非常理智， 每期投入都很
少，一般都是花 10元钱投 5注，

三个人都会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 经过比
较做出最后的方案,这三期的中奖票显示每
期都只花 10 元。“我们一般是采用胆拖投
注的方式，有把握的几支球队做胆，没把握
的就做拖， 一般胜负都很好猜， 平局比较
难。 ”小伙很自信的跟大家分享了他得投注
经验：“我们购彩都很理智， 足彩是个技术
活，我们三个人都喜欢钻研，相信接下来还

会有所收获的。 ”难怪小伙子一次兑了三期
的大奖，对自己团队的水准非常有信心。

足彩团队合买中奖的情况屡见不鲜，
长沙市的一支合买团队多次中过百万元的
大奖，每次兑奖都由体彩投注站业主代劳。
株洲则有一支来自全国各地的合买团队，
就在上周还来领取了 60多万元的奖金。 据
来兑奖的李先生（化名）介绍，他是国内首
批足彩彩民，湖南还未上市时，在广东打工
的他就开始购买足彩， 他们有一支足彩团
队，专攻胜负彩 14 场游戏，成员也是全国
各地的，经常在网上交流，大大小小的奖中
过无数，最高拿过 200多万元的奖金。

湖南足彩彩民高手如云， 中奖是有目
共睹的， 希望有更多的彩民朋友能分享大
奖。

合买团队再擒足彩百万大奖

“幸运赛车与香港赛马有异曲同工之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