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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江苏体彩“百花齐放”
继续行走在冠军之路上
江苏体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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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江苏体彩继续行走在
冠军之路上，以 93.41 亿的高额销
量连续第五年实现全国体彩年销
量第一，增幅达 36.52%。尤为值得
一提的是，体彩顶呱刮、竞彩、大乐
透、排列 3 排列 5 等这些全国联网
体彩游戏销量均位列全国第一，
“百花齐放”
之势不可阻挡。

“竞彩”
首逢世界杯
造就全民竞猜火热局面
2010 年对于江苏的球迷来说，
格外与众不同，南非世界杯、五大
联赛、NBA 等重大赛事相继来袭，
去体彩店看球、聊球、猜球成为江
苏购彩者的新娱乐方式。看南非
世界杯前，先打上 1 注竞彩彩票，造
就了堪称“全民竞彩”、
“全民竞猜”
的火热局面。
世界杯后，英超、意甲、欧冠等
知名赛事的相继开赛，单日竞彩赛
事最高超过 100 场，让球迷们过足

了购彩、看球、中奖的瘾。
“竞彩”不
仅开启了竞猜世界大赛的序幕，成
为 2010 年最具成长力的玩法，还
入选了 2010 年教育部年度热词。
这一年，江苏体彩也以世界杯、五
大联赛、NBA 等重大赛事为主题，
先后开展了“央视名嘴话竞彩”
“玩
竞彩 选心动女生 赢宝马”
“ 中巴
之战”赠票购彩等一系列活动，受
到了广大球迷、购彩者的喜爱。
“五
大联赛日整点免费秒杀”借势互联
网，集聚超强人气，点击率超过 100
万。

顶呱刮上市两周年
给彩民的回馈不断
2010 年，体彩顶呱刮上市两周
年，为了回馈购彩者们一直以来的
支持，江苏体彩开展了“即开体彩
顶 呱 刮 风 行 两 周 年 知 识 竞 答 ”活
动，受到了省内众多顶呱刮爱好者
的热烈欢迎和广泛参与，活动期间

江苏体彩 2010 年举办的
“玩竞彩选心动女生、
赢宝马”
的活动受到追捧。 资料图

答题信件每日如雪片般飞向省体
彩中心，更有不少朋友打来电话自
荐担任活动的抽奖嘉宾。
而“买超值现金 中 5000 加送
笔记本”活动也是无比火爆，各地
中奖喜讯不断，全省共计中出百万
大奖 6 个、送出笔记本电脑 143 台；
在“顶呱刮百万大奖票 中 200 送
100”活动中，单张中奖达 200 元及
以上者，均可获赠价值 100 元的体
彩顶呱刮，江苏购彩者在活动中共
额外收获 236 多万元的体彩顶呱
刮。
“ 排列 3 中组选 3 送 50 元顶呱
刮”的活动也是让购彩者们品味到
了双重惊喜。

154 个体彩百万大奖
2010 年书写全新纪录
2010 年 ，我 省 购 彩 者 共 中 出
154 个百万及以上体彩大奖，这也
是自 1998 年我省体彩发行电脑彩
票以来的又一个全新纪录。
其中，老牌经典体彩 7 位数稳
扎稳打，全年共开出 54 个百万大
奖，成为体彩这一年开出大奖最多
的玩法，而全新开辟多期投注功能
更为大家购彩提供了便利；以开奖
生猛见长的体彩大乐透则送出了
39 个百万大奖，其中有 36 个奖金
达到或超过了 500 万；体彩顶呱刮
新票种层出不穷，
“超值现金”
“大满
贯”等百万票种带来全新体验，30
个百万大奖来势汹汹；传统足彩也
不乏精彩表现，全年送出了 11 个百
万；
体彩排列 3 和排列 5 继续留名百
万大奖榜单，各自开出 8 个和 6 个；
新锐玩法竞彩成为购彩者擒获百万
大奖的又一利器，全年开出 6 个，全
国竞彩首个足球游戏以及篮球游戏
百万大奖均诞生在我省。
本版编撰 许凯

体彩大乐透开出千万头奖
奖池升至 62.71 亿元
8 月 8 日 ，体 彩 大 乐 透 迎 来 第
18092期开奖，全国开出1注千万头
奖，
由河北幸运儿中得。
本期开奖结
束后，
大乐透奖池升至62.71亿元。
本期大乐透前区开出号码
“05、07、14、18、19”，后区开出号
码“04、10”。本期，全国开出了1注
1000万元基本投注头奖，落于河
北。数据显示，河北中出的1000万
元头奖出自保定，中奖彩票是一张

“前区4胆16拖+后区2拖”的胆拖
复式票，投入32元，共中出一等奖1
注、三等奖15注，单票擒奖1006万
元。可惜的是，由于未采用追加投
注，该幸运儿少拿了600万元追加
奖金，错失了收获单注1600万元封
顶头奖的机会。本期二等奖开出61
注，每注奖金为13.87万元；其中21
注 采 用 追 加 投 注 ，每 注 多 得 奖 金
8.32万元。
追加后，二等奖单注总奖

金 为 22.19 万 元 。三 等 奖 开 出 744
注，每注奖金为4263元；其中312注
采用追加投注，每注多得奖金2557
元。追加后，三等奖单注总奖金为
6820元。
本期开奖过后，大乐透奖池滚
存至62.71亿元。伴随着第10个全
民健身日的到来，喜爱体彩大乐透
的朋友也要动起来啦，让我们携手
把好运串起来！

英超新赛季揭幕战明开踢
曼联内部不和恐难取首胜
北京时间明晨，
新赛季英超首轮
将进行揭幕战，
由红魔曼联在主场迎
战 2015-2016 赛季英超冠军、
“蓝
狐”
莱切斯特城。两队近8次在英超
交锋，
曼联取得4胜3平1负的战绩，
占据上风。曼联对莱切斯特城唯一
一场败仗，
还是在2014年9月份，
当
时曼联客场 3-5 负于对手。上赛季
英超两回合对决，
曼联 1 胜 1 平保持
不败：
首回合，
曼联凭借替补出场的
拉什福德与费莱尼的进球，
主场2-0
战胜莱切斯特城，
曼联中锋卢卡库还

罚失点球；
次回合，
曼联客场 2-2 被
对手逼平，
莱切斯特城头号前锋瓦尔
迪首开纪录，
随后曼联的马塔梅开二
度反超比分，但主队后卫马奎尔第
94 分钟扳平比分，主队的阿马泰此
战还累计2张黄牌被罚下。
赛前，曼联却被爆出了主帅穆
里尼奥与以 CEO 伍德沃德为首的
球队高层在引援方面的分歧与矛
盾。据《太阳报》披露，曼联今夏的
引援工作让穆里尼奥很不满意。
穆帅一直希望并催促球队收购成

熟有战斗力的球员，而伍德沃德则
倾向于购买年轻且有潜力的球员，
并且让穆帅重用马夏尔等球员，但
穆帅则试图出售他认为难堪大任
的马夏尔、卢克·肖这些年轻小将，
而且穆帅与博格巴这些主力关系
也并不和睦。此外，外界一直盛传
一旦穆里尼奥本赛季带队战绩不
佳，随时可能下课，被前皇马主帅、
率队拿到欧冠 3 连冠的齐达内取
代。球队内部不和，这自然会影响
曼联的表现。

专家推荐
周五 020 法甲
马赛 VS 图卢兹
点评：马赛新赛季动作虽然不算
大，但球队的整体实力稳中有升，图
卢兹实力稍逊色，从某种角度看主
场作战的马赛难免是投注热门。
求稳的选择是让球平负双选。
杨澍 周五 021

英超
曼彻斯特联 VS 莱切斯特城
点评：
曼联此前补强最有效的引援
是巴西国脚费雷德，
而莱切斯特城抢走了
利物浦的目标、
本土新星麦迪逊，
购入曼
城、
阿森纳的目标埃文斯；
曼联的实力还
是更强一些，
首场比赛小胜的可能最大。
周五 020 法甲
马赛 VS 图卢兹
点评：马赛虽然面对图卢兹的整
体战绩没有太大优势，不过上赛季交
锋劣势有所逆转，马赛双杀了图卢
兹 ，揭 幕 战 马 赛 主 场 作 战 利 于 发
挥，
单选主胜。

周五 021 英超
荆奇 曼彻斯特联 VS 莱切斯特城
点评：近年来曼联面对莱切斯特
城战绩优势还是较为明显，揭幕战曼
联主场优势还是较大，
首选让球胜。

南京小伙
领走足彩 251 万大奖
7 月 27 日，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第
18086 期开出 3 注一等奖，南京 51869 网点购
彩者擒获其中 1 注。8 月 9 日下午，中奖者小
郭独自现身江苏体彩兑奖大厅领奖。
走进兑奖大厅后，小郭的第一句话就是
“太热了，走得我一身汗”。原来，小郭购彩的
51869 网点就位于南京市云南路，他的工作
单位也在那附近，距离江苏体彩所在的广州
路也就十多分钟的步行时间，所以他就趁着
这天工作不忙，悠闲地踱步前来领奖。小郭
出示的中奖彩票，是一张复式票，购票时间为
7 月 25 日晚间 10 点 48 分。该票除了中得
18086 期足彩胜平负的一等奖 1 注，还中得二
等奖 11 注，奖金合计 2513332 元。小郭表
示，他自己是个忠实球迷，但之前买足彩并不
多，今年的俄罗斯世界杯期间，身边的朋友都
在买竞彩、足彩，小郭也被他们带动了起来。
世界杯虽然结束了，但购买足彩和竞彩已然
成为他的新爱好。办理完领奖手续，小郭乐
呵呵地表示，
“ 中奖的感觉超级棒，希望后面
我能经常来你们这儿领奖”。
世界杯年让包括竞彩、足彩在内的竞猜
型体育彩票广受关注，俄罗斯世界杯期间，仅
江苏就中出竞彩百万大奖 3 个、足彩百万大
奖 2 个。其实，竞猜型体育彩票经常缔造百
万大奖，以 2017 年为例，足彩和竞彩携手为
江苏购彩者送出了 19 个百万大奖，而今年截
止到 8 月 8 日，这两大玩法已送出 15 个百万
大奖。在后世界杯时代，欧洲五大联赛重燃
战火，竞猜型体育彩票将继续带领大家感受
体育竞猜的独特魅力。

竞彩焦点受注赛事一览
赛事编号 联赛
主队 vs 客队
周五 019 比甲 布鲁日 VS 科特赖克
周五 020 法甲 马赛 VS 图卢兹
周五 021 英超 曼彻斯特联 VS 莱切斯特城
周五 022 葡超 本菲卡 VS 吉马良斯
周五 023 阿甲 萨斯菲尔德 VS 纽维尔老男孩
周五 024 阿甲 老虎竞技 VS 圣洛伦索

比赛开始时间
2018-08-11 02：30
2018-08-11 02：45
2018-08-11 03：00
2018-08-11 03：30
2018-08-11 06：00
2018-08-11 08：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