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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体彩官方微信继续与您“签”手同行

本报讯 为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健康
持续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这个总体目标，金坛体彩中心结合
2019 年 3 月 31 日“助力茅马 畅跑新城”环钱资湖长跑大赛，围
绕更好地宣传体彩公益品牌形象，让更多市民走近体彩、了解体
彩、参与体彩公益的总体要求，开展了体彩特色公益地推活动。

烟花三月，春意盎然，生机勃发。500余位来自各地的长跑
爱好者，齐聚金坛新城区美丽的钱资湖畔，畅享奔跑中的乐趣，
用行动来抒发对新时代美好生活的赞美，这与体育彩票宣扬畅
活的理念一脉相承。

金坛体彩在跑道两侧设置了多块公益体彩宣传展板，在舞台大
屏上循环播放体彩公益短片。同时，在赛场旁搭设了体彩嘉年华
宣传亭，摆放了公益展架，工作人员身穿体彩公益马甲，向过往的
选手和行人发放公益宣传单页，介绍体彩玩法和公益活动开展情
况，并且为本赛事的30多位裁判员赠送了体彩主题特色礼包。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这是一种坚守。金坛体彩形式多样的
公益地推活动还将不断推进开展中。 （金坛体彩 沙近）

金坛体彩开展“助力茅马
畅跑新城”特色公益地推活动

江南 三月，草长莺飞。这个春天，被
称为“运动之王”的羽毛球运动，在山青水绿
的魅力小城溧阳，和一群朝气蓬勃的青少年
们，迸发出了新的火花。由溧阳市教育局主
办，溧阳市永平小学承办的 2019“体彩杯”
溧阳中小学生羽毛球比赛，经过两天的激烈
较量后，于 3 月 30 日落下帷幕。

3 月 29 日，溧阳别格帮体育文化有
限公司的运动场馆内热闹非凡，来自 14
所校区的中小学生们精神抖擞，给观众
们奉献了一场场精彩的比赛。这场比
赛，提高了溧阳市中小学生们在体格、体
能、心理及运动能力等方面的潜力，也充
分体现了体育精神。小选手们对于队友

和对手都谦和有礼，遵守道德，待人真诚，
无论输赢始终保持体面的态度。

中国 体育彩票一直秉承“ 公益体彩，
乐善人生”的理念，致力于传播体育精神，
推广全民体育。少年强则国强，在中小学
生中推广体育比赛，必定能够吸引越来越
多的青少年加入到体育运动中。溧阳体彩
中心已多次举办“体彩杯”赛事，推动全民
健身事业的发展，倡导公益体彩，树立品牌
形象。 溧阳 吴志强

常州溧阳体彩助力“体彩杯”中小学羽毛球比赛

本周，体彩顶呱刮新票“天作之合”将登
陆江苏彩市，该票单张面值 10 元，共有 16 次
中奖机会，最高奖金 25 万元，将给广大购彩
者带来新鲜的购彩体验。

说起“天作之合”，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
成语，用以形容美满的婚姻。此番顶呱刮巧
妙地结合成语的意境，推出同名票种，让大

家通过“符号匹配”的游戏形式，在刮彩
票的同时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天
作之合”即开票的游戏规则为：刮开覆盖
膜，在任意一场游戏中，如果在任一横线
或竖线方向出现两个相同的标志，即中
得该两个标志中间所示的金额；如果在
通吃区出现“合”标志，即中得该场游戏

刮开区内所示的 4 个金额之和。中奖奖金
兼中兼得。

在“天作之合”推出前，顶呱刮已有多款
爱情主题票种深受购彩者欢迎，其中 5 元票
种“甜蜜蜜”最受大家喜爱。此次推出的新票
种“天作之合”，相信也会给更多人送上温馨
又浪漫的祝福。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到身边的
体彩网点体验新票乐趣。购彩者每购买面值
10 元的顶呱刮彩票，将有 2 元进入体彩公益
金，广泛用于包括全民健身、奥运争光在内的
多项社会公益事业。 苏缇

顶呱刮新票“天作之合”登陆江苏

对广大购彩者来说，体育彩票有三个重
要功能。

一是做公益
当看到小区的全民健身路径上印刻的

“中国体育彩票捐赠”字样，是不是也萌生
了 走 进 体 彩 投 注 站 ，买 上 几 注 彩 票 的 想
法？前不久，福建莆田一位购彩超过 20 年
的彩友，中出大乐透 1600 万元大奖。领奖

时他说，“彩票是公益的化身，也是梦
想的前行，为了公益，为了梦想，多少
都要去买点”。

二是中大奖
“大乐透又开了 3 注 1000 万”“某某

彩友中了500万”⋯⋯买彩票的时候，
不时听到别人中出千万元大奖的新
闻，难免有些心动，但也存有疑惑：这
些大奖是不是真实存在的？前不久，
河南信阳一支 78 人的购彩团中出
1111 万元大奖。他们在领奖时十分

高调，拍视频、拉横幅、坐大巴⋯⋯目
的就是为了证实大奖的真实性。

三是为生活增添乐趣
热播剧《都挺好》已经大结局，倪

大红饰演的苏大强，退休生活中的一

个必去场所就是彩票店。到投注站坐
一坐，和销售员聊聊天，买上几张彩
票，成为他业余生活的一部分。这不，
浙江绍兴 1001 万元得主李大爷也是
如此。前不久，李大爷用孙女的生日
号组了一组号码，进行长期守号购买，
幸运击中了1001万元大奖。

做公益、中大奖，为生活增添乐
趣，买体育彩票的好处还真不少。

体彩的三个功能你了解吗

在林林总总的体育彩票游戏中，大
乐透、7 星彩、足彩等大盘游戏由于中奖
概率相对较低，奖金成色相对较高，因而
备受追捧。今年以来，体彩大盘游戏的
看点真不少。

先说大乐透。截至 3 月 30 日开奖
的第 19035 期，大乐透在自今年 2 月 18
日晚开始实施新规则之后的前17期开奖
中，有15期送出一等奖，单期头奖中出概
率高达88.23%，单注头奖均在1000万及
以上；这其中，又有11期爆出了1800万
的国内彩市非派奖期间单注封顶大奖。

借新规则之东风，大乐透迸发几大
亮点。一是头奖奖金实现“制度化提

升”。封顶头奖由之前的 1600 万升至 1800
万，涨幅达12.5%。二是二等奖奖金惊现“跨
越式飙升”。截至 3 月 30 日开奖的第 19035
期，大乐透在实施新规则的 17 期之内送出
2302 注二等奖，其中 120 注在 100 万以上，
单注最高奖金达223万。

在新规则的助推之下，大乐透“大奖大”
的特征进一步彰显：一等奖从2007年上市之
初的“超越 500 万”（首期单注最高头奖为
800 万）飙升至如今的 1800 万，二等奖则是
将百万大奖从“难得一见”变身为“经常露
面”，提升了购彩者对大乐透的参与积极性以
及对该游戏浮动奖级的中奖期待感。

再看 7 星彩。作为体彩大盘游戏的一

种，7 星彩头奖在基本保持在 500 万成色
的同时，又 经 常 呈 现“ 间 歇 中 出 ”的 趋
势。截至 3 月 31 日，7 星彩今年共计开
奖 36 期，其中 11 期送出头奖。这 11 期
中，有 10 期单注头奖达到封顶 500 万，
其中又仅有第 19019 期和 19020 期是连
续中出头奖，其它头奖都是间隔一期或
多期开出。

作为“500万大奖生产线”，7星彩一直
不缺少有趣的话题。今年3月1日，7星彩
第 19023 期开出 6 注 444 万头奖。这次开
奖，有三个看点：一是，这是今年以来一等
奖中出注数最多的一期；二是，这也是今年
在头奖中出情况下惟一单注奖金不足500

万的一期；三是，该期开奖后，7星彩连续5期
头奖空开，创下今年头奖最长空档纪录。

在体彩“大盘游戏”中，足球彩票是一
个被赋予了浓厚情感色彩和人文情怀的人
气彩种。截至 4 月 1 日，足彩今年共计开奖
44 期，500 万封顶头奖、百万大奖、“火锅
奖”交替而至。足球是圆的，足彩也是“圆”
的。足彩不好猜，足彩的奖金成色也难以
捉磨。对购彩者来说，这既是一种纠结，也
是一种乐趣。

大乐透每周一、三、六开奖，7 星彩每周
二、五、日开奖，而足彩的在售周期更为机动
灵活。三个体彩大盘游戏，开奖周期“梅花间
竹”，错落有趣，丰富着人们的彩票文化生活。

彩市新语：

体彩“大盘游戏”找看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