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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派奖季 实惠多 奖金多
编者按：炎热的天气接近尾声，但彩票市场的火热依旧延续，进入第三季度，各大玩法纷纷推出派奖活动回馈彩民，足彩、即开和乐透，多样派奖惠彩民，多个省市自主派
奖活动余温仍在。

单注最高奖可达1000万

总局体彩中心 足彩3.12亿派奖9月来袭

山东体彩“ 11选5”1700万大放送
你中奖我买单，1700万元大放

束公告)，逾期未领取者视为弃奖。

送！山东体彩为回馈广大彩民对11

任选五是体彩高频11选5中比

选5游戏的支持与厚爱，自2017年8

较刺激的游戏之一， 难度适中，单

月18日起推出11选5“你中奖我买

注奖金540元。任选五从1-11中任

单”活动，活动期间凡在山东体彩

选5个号码进行投注，选中全部5

网点采用“3胆全拖”投注11选5任

个奖号即中奖，不用排顺序。 任

选五游戏，只要中奖即可返还投注

选五“3胆全拖”投注是指从1-11

本金，花多少，返多少，1700万元邀

中选择3个数字作为胆码，剩余8

您畅享！

个数字作为拖码对任选五进行

本次活动时间自2017年8月18

胆拖投注，单期单倍投注金额为

日11选5第1期起至1700万元投注

56元， 只要选对3个胆码就可以

金赠完之日止。促销活动持续到结

中奖540元， 相当于任选五变成

束之日的11选5全部开奖期次。

了任选三， 中奖率大大提升，中

活动期间，凡在山东体彩网点

奖更简单。 不仅如此，活动期间，

采用“3胆全拖”投注11选5任选五

如果采用“3胆全拖”投注任选五，

了派奖活动，其中14场派奖5000万元，

游戏且中奖者，获赠与该票中奖当

只要中奖，就返还投注金，实惠多

持续5期， 每期向奖池注入1000万元；

期投注金额等值的投注金。多期票

多，惊喜多多，不容错过！

1646万元。高奖池再次催生了高销量，

任选9场、6场半全场和4场进球各派奖

满足以上条件的，按其活动期内中

11选5“你中奖我买单”幸运大

第17099期的销量达3525万元，当期的

1000万元，连续5期，每期向各玩法奖

奖的期次，赠送相应投注金。 获赠

狂欢即将开启，每天87期惊喜享不

派奖最后一期计奖后， 一等奖派奖奖

竞猜对象全部为欧联资格赛，开出103

池注入200万元。

投注金的彩民，凭中奖彩票到省内

停，让您时时刻刻都能体验免费中

金分别从14场和任选9场的调节基金

金仍有结余， 则结余派奖奖金顺延至

注31万元头奖，奖池被清空。

2007年， 总局体彩中心自11月下

任一体彩高频网点兑奖并领取投

奖的乐趣。 小伙伴们赶快行动起

中支出。 这也是足彩史上奖金最多的

由国家体彩中心再指定的一期任选9

在2013年的足彩派奖中，30期派

旬起对足彩14场开展“喜迎奥运年，快

注金，投注金领取截止时间为本次

来，一起加入到“你中奖我买单”的

一次派奖。

场中， 直至该游戏派奖奖金派送完毕

奖的期均销量达到4095万元， 是非派

乐意甲大派送”活动，持续12期，每期

促销活动结束后三天内(见活动结

狂欢派对中来吧！

为止，但不再增加新的派奖奖金。

奖期间期均销量的2倍多。今年派奖的

向“胜负彩意甲特别奖”注入500万元。

日前，总局体彩中心下发《关于开

奖未中出， 或者当期派奖奖金按一等

的投注热情，创下今年单期销量新高。

全场胜平负和4场进球玩法，随即开展

展中国足球彩票14场胜负彩和任选9

奖中奖注数均分后有结余， 则当期结

值得一提的是， 当期开出3注500万元

场派奖活动的公告》， 自9月11日至12

余派奖奖金滚入下一指定派奖奖期，

头奖，奖池非但没有被清空，反而增至

月17日，每周指定足彩14场和任选9场

与下一指定派奖奖期安排的600万元

各1至2期进行派奖， 两种玩法各派奖

派奖奖金合并后派奖， 依此类推。 若

1.56亿元，合计派奖3.12亿元，所需资

单注最高头奖可达1000万

至于每周到底哪期进行派奖，届

奖金创下历次派奖的新高， 不少足彩

当该期竞猜场次包含8场以上意甲比

派奖活动期间，14场共安排26期

时彩民需关注国家体彩中心下发的派

的彩民表示，要好好应对此次派奖，争

赛即满足派奖条件， 意甲场次全中者

派奖，每期派奖600万元，由当期一等

奖通知。 根据此次派奖单注派奖奖金

取收获千万元大奖。 投注热情高涨，

即可获特别奖。

奖按中奖注数均分。 单注派奖奖金最

最高限额500万元的规定，14场和任选

或可引发高销量。

高限额500万元。 若当期一等奖未中

9场单注最高头奖可达1000万元。

出， 或者当期派奖奖金按一等奖中奖

单期平均销量有望翻倍

注数均分后有结余， 则当期结余派奖

2009年， 为庆祝足彩发行9周年，

内蒙古体彩 即开票奖品丰厚
这是一套有收藏价值的即开

45.09亿元，增幅17.79%，是全区增

万元，任选9派奖6000万元，每周选择1

票， 也是一套奖品丰厚的即开票。

长最快的产业项目之一。“今年适

期14场和1期任选9场共派奖1400万

今年6月，内蒙古自治区体育局、兴

逢内蒙古自治区成立70周年，在

足彩历次派奖亮点各异

足彩派奖1.4亿元，其中14场派奖8000

自2001年上市以来， 足彩分别在

奖金滚入下一指定派奖奖期， 与下一

据统计，今年已经开奖的前116期

2004年、2006年、2007年、2009年、2013

元，派奖资金直接注入头奖奖池，若14

安盟行政公署主办，内蒙古体育彩

2016年我们就向总局中心和财政

指定派奖奖期安排的600万元派奖奖

14场总销量为20.84亿元，平均单期销

年进行过5次派奖， 派奖奖金分别为

场头奖空开， 滚入当期二等奖池。 值

票管理中心、 兴安盟文体新广局、

部提出申请， 希望借着这一契机，

金合并后派奖，依此类推。若派奖最后

量1796万元， 共有42期销量超过2000

5000万元、8000万元、6000万元、1.4亿

得一提的是，在此次派奖活动中，中出

乌兰浩特市人民政府、科右前旗人

发行主题即开票，来扩大体育彩票

一期计奖后， 一等奖派奖奖金仍有结

万元， 其中包含6期3000万元以上及1

元、2.4亿元。今年的3.12亿元大派奖是

了两注900万元一等奖。

余， 则结余派奖奖金顺延至由国家体

期4000万元以上的销量。 单期最高销

史上奖金最多的一次派奖。

彩中心再指定的一期14场中， 直至该

量出现在7月20日开奖的第17098期，

游戏派奖奖金派送完毕为止， 但不再

达4247万元。

增加新的派奖奖金。

民政府承办的内蒙古自治区成立

品牌影响力，提升销量，并配合相

2013年9月9日至12月29日， 足彩

70周年主题即开型体育彩票“魅力

应的促销活动，回馈彩民。 ”

2004年雅典奥运会后， 为回报彩

派奖2.4亿元，每周分别指定1至2期实

内蒙古 辉煌70年” 首发式在乌兰

民对体育事业的支持， 同时为迎接奥

施派奖。 其中，14场头奖派奖1.5亿元，

浩特市隆重举行。

“魅力内蒙古 辉煌70年”主题
即开型体育彩票共14款票面，分别

足彩单期高销量多伴随之前的滚

运健儿载誉而归， 足彩连续5期派奖，

每期派奖500万元， 任选9场头奖派奖

内蒙古自治区体彩中心主任

以全区各盟市人文风光和现代化

派奖活动期间，任选9场同样安排

存，第17098期也不例外。 之前开奖的

每期在一等奖奖池注入1000万元，共

0.9亿元，每期派奖300万元。 本次活动

刘胡成向大家介绍了内蒙古体彩

城市建设为设计主题，展现了内蒙

26期派奖，每期派奖600万元，由当期

第17096期和第17097期头 奖 连 续 空

计5000万元（编者注：当时任选9场还

的最大亮点是单注奖金最高可达1000

近年来的发展情况及主题即开票

古的美丽和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

所有一等奖按中奖注数均分。 单注派

开，当期奖池滚存1243万元，再加上当

万元。派奖期间，广东和重庆的两位彩

的发行背景。 刘胡成表示，体育彩

本组即开票的票面图案也是由群

奖奖金最高限额500万元。若当期一等

期竞猜的是欧冠资格赛， 引发了彩民

民分别收获了1000万元头奖。

票是体育事业的生命线，是“来之

众投稿征集评选而来。“魅力内蒙

江西体彩 即开票“ 7乐无穷”奖上奖

未上市）。
2006年9月起， 足彩增加了6场半

辽宁体彩“ 排列3”派送加奖600万

上月， 体彩顶呱刮一款设计精美

该票的游戏规则也非常简单：刮

体彩排列3游戏作为经典游戏，上

民对于它的具体玩法（直选、组选3、组

的新票“7”在江西火热上市，购买该款

开覆盖膜，如果出现“7”标志，即中得

市已超过十多个年头， 一直以来深受

选6）一定是耳熟能详；对于它的投注

新票不仅有机会中得100万元大奖，更

该标志下方所示的金额； 如果出现

辽宁省广大彩民的喜爱。 近几年虽然

技巧，想必也是信手拈来。通过数据显

“77”标志，即中得该标志下方所示金

新型彩票游戏不断推出，但排列3仍然

示，其中“直选投注”玩法，是大多数

有奖上加奖活动！

于民用之于民”的公益事业。 从事

古 辉煌70年” 的彩票奖级设计也

业发展需要看，体育彩票的保障作

紧扣主题，突出‘70’字样，头奖高

用更加突出； 从产业变革趋势看，

达70万元，本款主题票销售也有实

体育彩票的市场作用更加凸显。

惠的促销活动回馈彩民， 电视机、

2016 年 ， 内 蒙 古 体 育 彩 票 销 售

自行车、彩票等。

顶呱刮“ 拼图大挑战”掀热潮

新票“7”每张面值20元，共有20次

额的两倍；如果出现“777”标志，即中

受到众多彩民的青睐。 为回馈广大彩

彩民追逐的热点。经过岁月的洗礼，体

听说你是顶呱刮的迷弟迷妹

中奖机会，最高奖金100万元。 票面设

得该标志下方所示金额的3倍。中奖奖

民多年的支持， 辽宁省体彩中心即将

彩排列3游戏已经成为一个智慧博弈

迷大叔迷大婶，听说你刮过顶呱刮

计上首次采用收缩光油特殊工艺，触

金兼中兼得。

开展排列3加奖派送活动。

的平台。 简单的三个数字能在瞬间变

所有的即开票，还听说你遇见过顶

本次活动一等奖是联想p1手

化出无数个可能，这是排列3的魅力所

呱刮的小幸运……顶呱刮的粉丝

机，共42部；二等奖为康佳电饭煲，

在，也是体育彩票的魅力展现。

们有福啦。只需关注顶呱刮官方微

共60台；

为了回馈广大市民， 江西体彩中

本次活动将于排列3游戏第17200

该票有绿草、玫瑰、网球、红色四

心特推出奖上有奖活动：2017年7月1

期开始（7月26日开奖）。 加奖期间，排

款不同票面，分为四个场景，其中绿草

日至8月31日期间，凡购买“7”主题票

列3“直选投注”单注中奖奖金加奖460

借助辽宁体彩本次的加奖派送活

票面寓意低碳、绿色、环保；红色票面

且中得五等奖300元的（需经兑奖设备

元， 从原有单注奖金1040元增加至

动，排列3游戏必然能够再次焕发出新

寓意公平、诚信、政治；网球票面寓意

兑奖）， 另外再赠送200元顶呱刮即开

1500元。 本次派奖计划派出600万元，

的光彩，再次引发彩友们的关注。提醒

8月28日至9月17日，在“体彩

行动、运动、健康；玫瑰票面寓意信任、

票。

派奖奖金和常规奖金一并兑奖， 兑奖

彩民朋友， 由于排列3游戏是天天开

顶呱刮”微信公众号，只需按照提

期限与常规兑奖相同。

奖， 因此虽然是高达600万的加奖金

感非凡。

爱情、幸福。
票面设计精美、靓丽有趣，具有很
高的收藏鉴赏价值。

为迎接第十三届全运会的到
来， 进一步回馈津城百姓对天津体
彩的支持与厚爱，8月20日晚7点30
分， 天津体彩在南开区时代奥城商
业广场举办“体彩迎全运 11选5双
回报”中国体育彩票“11选5”新玩法

这个暑假和新票“7”来一场不期
而遇的邂逅，我们期待您所有的好运，
都如“7”而至！

作为经典的小盘游戏，排列3可谓
是体育彩票中的“元老”，相信很多彩

示动动手指，就有一大波儿奖品就
会向你奔来！

信公众号，就有机会赢手机，中电

三等奖是倍斯特移动电源，
210个。超级实惠由丰富的奖品，规

饭煲。

则简单， 不参与真是对不起自己。
赶快拿出手机关注公众号。

额，但也要把握机会，不要与幸运失之

本版撰文

交臂。

天津体彩 8·20再出回馈彩民新举措

发布盛典暨津彩全运即开彩票汽车

本报记者

丰佳佳

待您的发现， 所以一定要亲临现场参
与活动哦。
跨平台市场推广模式是天津体彩
今年的宣传推广新模式， 此前的“520
路演活动” 就曾联合ofo共享单车、饿
了么网上订餐平台、 音乐广播等多家
时尚品牌和媒体平台， 取得了较好的

大奖开奖仪式。 活动现场还将通过

体彩用实实在在的奖金， 回馈全市

派奖奖金派完当天并延长至当天90期

彩迎全运 彩民大回馈”活动的首个汽

场的观众。从专业的小轮车表演，到小

惠民效果和社会反响。 此次活动中，

公开抽奖方式揭晓汽车大奖的归

彩民的厚爱。

结束。

车大奖——
—骏派A70到底花落谁家。

朋友们喜爱的啦啦操， 还有诸多全运

天津体彩携手摩拜单车推出了新一波
的惠民活动。

属。 暑假即将过去，8月20日这个盛

随着8月11日11选5乐选新玩法

派奖玩法： 本次派奖包括乐选三、

而这一终极悬念也将在8·20庆典当

会群众体育文艺表演， 为的就是让每

夏的夜晚， 天津体彩开设在时代奥

在天津试运行， 不少天津彩民已经

四、五玩法，以及任选三、四、五玩法，彩

晚， 在天津市北方公证处公证人员的

一位到场的观众共同享受这场视听盛

广大市民可以在“摩拜天津”的微

城商业广场的活动舞台将是您消暑

尝到了乐选新玩法的甜头。而此次8

民朋友们千万记清楚，并非所有乐选玩

监督下揭晓。 根据活动规则，只要在7月

宴，感受体育运动的无穷魅力。除此之

信订阅号底部3×5菜单中找到活动入

纳凉、开心娱乐的好去处。

月20日开始的派奖活动， 也是为了

法都参与本次派奖。 此外，天津体彩特

10日-8月19日24时期间购买“津彩全

外， 还有一位神秘嘉宾将会携表演团

口，点击进入就可以参加抽奖，彩民可

派奖开始 彩民乐翻天

让彩民们进一步熟悉乐选新玩法的

别选取11选5现有玩法中最受彩民欢迎

运”即开型彩票，在幸运奖区刮出“全

队登台献艺，请观众们拭目以待。

规则和技巧， 同时还能收获额外奖

的任选三、四、五玩法，也参与到派奖活

运”、
“
惠民”、
“
健康”、
“
中国”字样，并通

在现场互动的游戏方面， 每一位

包”。“摩拜红包” 奖品是一张摩拜骑

从“8·20”活动当天开始，伴随

金，得到实惠。

动中，为彩民送上双重实惠。

过网点终端兑奖验证后，即可获得抽奖

到场的观众都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抽

行券， 可以在自己绑定的摩拜账户中

以抽到众多“体彩红包” 或“摩拜红

着乐选各玩法的正式上市， 天津体

此外，配合本次新玩法上市，天

派奖门槛： 与以往天津体彩举办

资格。 获取骏派A70汽车大奖抽奖资格

取体彩大礼包， 大礼包中的奖品除了

使用。“体彩红包”包括“11选5”乐选、

彩将开展“乐选+任选”双回报大派

津体彩中心对“11选5”游戏进行了

的“11选5”派奖不同，本次“乐选+任

的截止时间是8月19日， 对于彩民朋友

有精美的顶呱刮即开型彩票， 还有第

任选玩法以及大乐透的兑换券， 市民

奖活动。 派奖玩法针对新上线的乐

全面的改版升级，更换成了3D开奖

选”400万大派奖没有门槛限制，彩民2

们来说，现在将是最后的机会。

十三届全运会的吉祥物玩偶——
—津

可以在全市各大体彩销售网点兑换彩

选三、乐选四、乐选五，以及原有玩

画面，给彩民耳目一新的感觉，带来

元投入即有机会分得派奖活动的一杯

娃。另外，扫描二维码抢地图彩票也将

票。值得一提的是，自8月20日开始，关

法中的最受彩民欢迎的任选三、任

更身临其境的购彩体验。

羹。 另外，需要提醒彩民的是，多期票

选四、任选五，而派奖总额将达到历
史最高的400万元。 派奖总额之高、

派奖提点 真正零门槛

现场互动 礼多节目多

成为现场的一个重要环节， 奖品包括

注的用户每天都可以进行一次“体彩

为了在这个凉爽的盛夏夜晚为现

“11选5”乐选、任选玩法以及大乐透的

红包” 的抽奖， 直到红包全部发完为

汽车大奖即将揭晓。

场彩民带来激情，“8·20” 现场活动准

兑换券，获得兑换券的用户，可以凭兑

止，机会多多，不容错过。 彩民朋友别

不参与此次派奖活动。

派奖规模之大都是天津体彩前所未

根据规则，本次“双回报”400万

本次“8·20”现场活动中最激动人

备了多种多样、 精彩纷呈的演出节目

换券的二维码在全市各体彩销售网点

再犹豫啦，快抓住这最后的机会，向汽

有的。在全运会即将到来之际，天津

大派奖活动自8月20日起， 至400万

心的就是将揭晓此前体彩举办的“体

及互动游戏， 更有抢红包环节回馈到

进行彩票兑换。 现场还有更多惊喜等

车大奖发起冲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