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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乐透爆6注634万
一彩友独揽3172万巨奖

3月 3 0日晚，超级大乐透第
13035期开奖，爆出6注634万一等
奖，都落在江苏，其中无锡一位
彩友独揽 3 1 7 2 万元。开奖结束
后，超级大乐透奖池依然居高不
下。

第13035期超级大乐透开奖
号码为05 14 28 32 34+07 08，
前区开出3个大号，后区07、08都
为大号，其中08为上期重号，近9

期则开出5次，热态明显。
当期开出 6注一等奖，都落

在江苏，其中5注出自无锡52300

站点，数据显示，该幸运彩友在3

月 3 0日下午 7点 2 0分投注了 1张
单式票，倍投5倍，花费1 0元，结
果命中5注一等奖，每注奖金634

万元，收获总奖金达到3172万元

多；当期另一注一等奖花落江苏
淮安08915站点，中奖彩友于3月
30日下午6点53分投注了一张6+
2复式票，投注号码为前区05+13
+14+28+32+34后区0 7+08，结果
命中一等奖1注，四等奖5注，收
获总奖金636万元多。遗憾的是，
两位得主都没有进行追加投注，
错失数百万元的追加奖金。

当期超级大乐透还开出了
3 4 注二等奖，单注奖金 1 4 万元
多，其中6注追加，单注多获8万
多元。我省彩友中得了 3注二等
奖，另外还收获了6注三等奖。

本期开出 6注一等奖之后，
奖池依然维持在高位，下期彩友
仍有中取大奖的机会，但千万记
得要追加投注。

刮奖送好礼
日照彩友揽获1000余张充值卡

最近日照顶呱刮彩友
们真是幸运之至，先是票面
中奖率超高的“黑旋风”上
市，引无数彩友争相尝鲜，
紧随而来的是趣味十足的

“好彩头”，正当彩友们在享
受着快乐购彩的时候，山东
体彩又为广大彩友送来了
惊喜，自3月22日至4月10日，
凡在山东省境内购买体彩
顶呱刮“黑旋风”或“好彩
头”单票中奖1000元及以上

者，可再获1000元价值回报；
单票中奖100元(含)至1000元
(不含)者，可获赠20元电话
卡一张。

活动开始仅仅10天，日
照体彩就为彩友送出了
1000余张电话充值卡，每天
来市中心登记中奖信息的
彩友络绎不绝。“刚开始有
彩友中了电话卡，我都做个
喜报贴门口，想着趁喜气吸
引新彩友，现在再做喜报就

只能做今天咱们站里又送
出去多少张电话卡，挨个做
我可忙不过来了！”18616号
投注站的老于说起最近的
经营状况，就掩不住满脸的
笑容。

活动进行得如火如荼，
顶呱刮正在为彩友们送上
超值的幸运，彩友们，赶紧
把握机会，赢得幸运大奖
吧！

(李莉)

2008年3月28日，体彩
即开票彩票顶呱刮华丽面
市，北京奥运主题票受到
彩友热捧，当年销售超过
102亿元。5年来，顶呱刮累
计销售超过826亿元，筹集
公益金超过165亿元。承担
了“赈灾彩票”的使命，为
汶川地震灾区筹集公益金
超过3 8亿元。与此同时，
150万元大奖、100万元大
奖不断被刮出，更多数万
元、数百元的小奖，给众多
彩友带来中奖的欢乐。
奥运主题

2008年3月，借北京奥
运会“东风”，顶呱刮即开
票上市销售，受到全国彩
友热捧。当年销售102 . 76

亿元。2008年体彩全年销
售 4 5 6亿元，顶呱刮占比
22 . 58%，成为体彩三大支
柱型玩法之一。

2010年5月，北京奥运
会主题即开票退市。“勇争
第一”“好运中国”“奥运金
牌”“激情梦想”“加油！中
国队”“奥运之城”和“奥运
场馆”等票种，如今已经成
为顶呱刮爱好者心目中的
经典。

2012年7月，伦敦奥运

会开幕前夕，顶呱刮再次
推出“奥运主题”系列彩
票———“中国奥运军团”

“携手奥运”，同样受到彩
友关注。与已退市的北京
奥运会主题彩票不同，伦
敦奥运会主题彩票属于限
量发行。
赈灾

2008年7月1日至2010

年12月31日，为支援汶川
地震灾后重建，顶呱刮筹
集公益金的中央公益金部
分全部用于灾后重建工
作。这段时间，顶呱刮也被
称为“赈灾彩票”。两年半
时间，顶呱刮共为灾区筹
集38亿多元公益金。

2010年，汶川地震两
周年之际，国家体彩中心
发行了以四川地震灾区援
建为主题的即开型彩票

“大爱无疆”，票面内容分
别对应21个省(区、市)对口
援建四川地震灾区重建家
园的成果。当年，青海、广
东、四川等全国多地体彩
发起“赈灾义卖”活动，除
公益金中央部分支援灾区
之外，义卖筹集的地方公
益金部分也悉数捐献给灾
区。

10个关键词“顶”红即开票

5年筹集公益金165亿

本报4月1日讯(记者 李玉
涛 ) 1日，得知本报三月三相
亲会现场将设置商家展区，并
免费提供部分展位的消息之
后，10余家婚庆、珠宝商家报名
参与，将到现场布展。

“兴业银河金街”三月三相
亲会将于4月13日、14日在济南
路兴业银河金街举办。除了相
亲报名者个人形象展示区外，
本次相亲会还将设置商家展示
区，主办方将免费提供展位。

目前，玛奇朵婚庆、德芙莱珠
宝、倬雅形象、伊丽舍女子国际俱
乐部、施华洛婚纱摄影等10余家
企业确定在现场设立展位，并提
供精美礼品。此外，山东高速等企
事业单位也将在现场设置展位，
方便市民购买相关产品。

据了解，本次相亲会的举办
地——— 兴业银河金街是由兴业
房产精心打造的城市核心商业
街，是兴业房产十年地产经典
之作，位于日照新市区核心地

段。东临市建委大厦，西邻兴业
集团两座5A甲级写字楼，紧邻
市政府，与银河公园一路之隔，
周边事业单位集中，写字楼林
立，交通便捷，配套健全，是城
市规划的中心商业区和高尚居
住区，消费需求旺盛，坐拥庞大
的中高端消费群体。

兴业银河金街由济南路沿
街、济宁路沿街、莒州路沿街组
成，全长500余米，总建筑面积
30000平方米，共有一百余家独

立店铺。该街以婚庆影楼为特
色，主营婚纱婚庆、影楼鲜花礼
仪、字画古董、珠宝、中西快餐、
休闲保健、美容健身等多种业
态。目前，华夏银行、招商银行、
星巴克、必胜客已强势入驻。

欢迎对相亲会感兴趣的商
家联系本报，主办方将开辟专
区，免费提供部分展位，数量有
限，欲订从速。联系电话：马先
生 ：1 8 6 6 3 3 9 2 8 6 2 ，李 先 生 ：
18663392812。 集报角领礼品

相亲会受热捧
本报4月1日讯(记者 司路清)

“兴业银河金街”三月三相亲会临近，
为了回馈广大读者对本报的支持，让
更多的人都能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
中，本报特开通相亲会“集报角,领礼
品”活动，只要您集齐5期报角，就可于
4月13日或14日到相亲会现场领取一
份精美礼品。

自“集报角 ,领礼品”活动开通
后，不少市民咨询相关事宜，询问领
取地点以及时间等。从4月1日起至4

月12日，每期报纸都会在相亲会版面
刊印报角，市民可将报角剪下，只要
集齐5期报角，就可于4月13日或14

日，到相亲会现场领取由本报提供的
精美礼品一份，每天限量领取100份
礼品，先到先得。

“兴业银河金街”三月三相亲会
由齐鲁晚报、港城快讯联合主办，日
照兴业房产、金帝物业、泰达商管协
办。自3月25日开始报名以来，每日都
能接到数十名市民的来电咨询、报
名，现本报在市区设立7个报名点和
区县3个报名点，未报名的单身青年
可持有效证件前往报名点报名。

青岛小伙替83岁爷爷
报名本报相亲会

本报4月1日讯 (见习记者
王裕奎) 31日，在本报相亲

会海曲公园报名点，来自青岛
胶州的22岁的小凯给自己83岁
的四爷爷报名相亲，想给他相
一个“四奶奶”。

小凯介绍，自己3岁时，父
母就因意外双双去世了。“是
我的五个爷爷轮流把我抚养
大的，现在五个爷爷都健在，
但是四爷爷的老伴十年之前
去世了。”小凯说，抚养自己的
五个爷爷的年龄最大为86岁，
最小为78岁。

“我们胶州那边有一个风
俗，配偶去世9年之内不能找
对象，我四爷爷很迷信，就一

直没找。”小凯说，今年是第十
个年头了，我们都想为四爷爷
找一个四奶奶。

小凯是青岛胶州人，目前
在青岛公安部门工作，因为过
年没有放假，现在从3月到5月
一次放了三个月的假，他现在
留在日照陪日照职业技术学
院的女友，“我明天就回家，跟
我四爷爷说。”

小凯觉得虽然四爷爷年
龄大了，但是老来伴挺重要。

“人一上了年纪，容易孤独，四
爷爷多次跟我说过，想找个老
伴，但是他性格内向，不主动，
我 觉 得 我 作 为 孙 子 应 该 帮
他。”

在本报相亲会海曲公园报名点，市民围在一起填报名表。
本报见习记者 王裕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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