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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彩“7星彩”大改革！“新”7星彩惊喜有三
10月11日20 :10，体彩

“老牌游戏”7星彩将调整规
则全新上市。上一次规则调
整还是在2009年，这次会有
哪些变化，又会带给购彩者
哪些惊喜？为了帮助大家更
好地了解新7星彩，下面火速
作出详细解读。

葛三大惊喜：中奖更易、
奖金更高、选中最后一位就
有奖

据新7星彩规则介绍，7
星彩选号方式将从原来的
0000000-9999999中选任意7
位数字变更为从0 0 0 0 0 0-
999999中选取1个6位数字作
为前六位(前区)、从0-14中
选取1个数字作为最后一位
(后区)。

除了投注方式，新7星彩
的中奖条件也有较大变化。

从上图中可以看到，新7
星彩的中奖条件(投注号码
与开奖号码的相符情况)由
原来的6个增至11个。

这样调整，将使得新7星
彩更容易中奖。原7星彩必须
连续对位才能中奖，现在调
整为选对对应位置号码可中
奖(无需连续)，不仅如此，选
中最后一个数也能中奖，中
奖机会有所增加。

葛新7星彩奖池与头奖
奖金更有保障

平时购买7星彩的购彩
者，可能会注意到，有时因为
奖池金额少，大奖成色难以
保证。而新7星彩的规则，有
助于奖池更有保障，从而提

升一等奖的奖金成色，将给
购彩者们带来更多的期待和
更大的惊喜，给梦想的实现
带来更多可能。

葛“小奖”也有惊喜
除了大家最关心的头奖

奖金之外，新7星彩在“固定
奖”方面也给大家带来了足
够多的惊喜——— 三至五等奖
奖金均有较大幅度提升，具
体为：三等奖由1800元增至
3000元；四等奖由300元增至
500元；五等奖由20元增至30
元。

总的来说，全新7星彩头
奖奖金将更有保障，多数固
定奖奖金也有较大提升，同
时中奖也变容易了，确实给
大家带来了不少的惊喜。

葛优化产品，完善体彩
游戏产品结构

7星彩是一个老牌游戏，
于2004年5月上市销售，比大
乐透还要早三年，是体彩大
家庭里首款全国联网的大盘
数字型游戏。

2009年，上市五年后，7
星彩迎来首次规则调整，但
后面这十多年未做任何更
改。由于规则不够有吸引力，
购彩者参与度不高，该游戏
的影响力和知名度有所下
降，7星彩慢慢淡出购彩者的
视线。

此次即将全新上市的新
7星彩，解决了奖池过度消耗
导致的大奖含金量不高等问
题，既能促进7星彩重新焕发

活力，也是进一步完善体彩
游戏产品结构的需要，有利
于体育彩票健康持续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最后一
位数字选择范围从原来的0-
9扩展为0-14，这意味着可以
容纳更多日常生活场景中出
现的数字，电话号、车牌号、
生日等都能成为带来惊喜的
幸运数，选号更加生活化。

广大新老购彩者不妨
从日常生活中挑几个有意
义的数字，去买几注，体验
一下焕新而来的新7星彩所
带来的新体验，说不定会收
获意外惊喜，正如本次7星
彩全新上市的宣传语所说

“体彩7星彩 为梦想添彩”。
(陈童)

竞彩游戏新规11月1日施行

“乐小星公益大闯关”亮相杭州，燃爆公益无限可能

在这个美丽的深秋，中
国体育彩票26年来首个吉祥
物——— 乐小星聚光而来。乐
小星，为体彩公益代言，自带
正能量，邀请八方朋友汇聚
公益力量，让体彩微公益观
焕发新活力。10月23日至11
月1日，承载着公益和幸运的
乐小星亮相西子湖畔，引爆
一场欢乐盛会。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杭
州是一座风景优美又极具人
情味的城市，有着古韵悠悠
又时尚热情的色彩。与这座
散发多重魅力的城市相同，
本次登陆杭州的中国体育彩
票“乐小星公益大闯关”活
动，将给市民带来一场充满
活力的公益盛宴，使人踏入
其中便乐而忘返。

活力四射，点燃运动激情

“乐小星公益大闯关”活
动中欢呼喝彩声不绝于耳，
给杭州这座城市增添了更多
热情。

“高点，再高点！”“动起
来！”或许因为同样不畏挑
战，同样勇于探索，富有活力
的杭州民众与乐小星一样，
热衷于在运动中寻找快乐，
喜欢在“摸高比拼”中一较高
下。

团体操课活力四射，动
感的音乐唤醒运动细胞，引
领观众一同舞动。趣味摸高
人气爆棚，参与运动突破自
己，传递体育正能量。不仅如
此，汇聚着万千购彩者、公益

参与者的美好愿望的乐小星
也为大家带来好运，现场乐
小星与大家频频互动，不断
送出惊喜好礼，可爱萌化的
肢体表达传递着公益体彩的
幸运与活力。

闯关趴体，晋升时尚打卡地

“乐小星公益大闯关”众
多令人耳目一新的炫酷场
景，也给杭州这座城市增添
了更多新奇。

在为期10天的活动中，
乐小星不仅带来了舞台表
演、趣味摸高活动，更是凭借
独特的魅力，让活动现场成
为杭州最潮打卡点。在“爱心
发射器”拍照打卡点，年轻人
们携好友前来体验，摆出各
式造型；在“无敌幸运星”打
卡点，参与者不仅可以看到
亚运即开票，还可以通过参
与幸运转盘赢得一份快乐和
好运，新用户更可以获得产
品代金券。在“行走正能量”
打卡点，大家在画纸上自由
涂色，描绘自己心目中最温
暖、幸运的乐小星，并用这种
方式与体彩新上线的“微光
海洋”公益平台联动，为体彩
公益项目加油助力。我们看
到五彩缤纷的画笔勾勒出天
马行空的公益模样，每个独
特的乐小星都承载着一份美
好的期许，聚集微光力量，闪
耀希望的光芒。

乐小星是体彩的新名
片，也是体彩发出的青春宣
言。数据统计显示，10月23日

至25日短短3天时间，已吸引
超10万人次到场参与互动。
正是这样的魅力四射，运气
爆棚，乐小星吸引了众多“粉
丝”捧场。年轻化潮流的元素
触及到更多年轻人，为公益
而生的乐小星更是集结了无
数年轻人加入体彩微公益，
一起温暖更多人。

为公益代言，善举熠熠生辉

“乐小星公益大闯关”活
动中充满着公益情怀，给杭
州这座城市增添了更多温
暖。

一张体育彩票，一次绿
色行动，一次光盘行动……
每一个微小的公益善举都会
产生乐善能量，这能量赋予
乐小星生命，让乐小星拥有
给人快乐和温暖的力量。

温暖在于热爱公益，更
在于参与公益。每一次闯关，
都是一次挑战。青春，就是不

惧挑战，勇敢前行。正如体彩
26年来踏实践行公益事业，
自1994年发行以来，体彩已
累计筹集公益金超过5500亿
元，体彩公益正是带着广大
购彩者的爱心，跨过山水，超
越时空，到达最需要的地方，
为更多人传递温暖和力量。

通过闯关的形式激发城
市活力，借助前卫潮流的元
素沟通年轻人群，让更多人
热爱公益、投身公益，将温暖
和希望传递出去，这是中国
体育彩票“乐小星公益大闯
关”落地活动的初心和希冀。
未来，体彩吉祥物乐小星还
将以更丰富的活动形式，闪
现在更多的城市，出现在更
多人身边，散播温暖的力量。

金秋时节，让我们和体
彩一起，燃动公益之心，汇聚
公益之星，践行公益之举，为
幸福中国增添光彩！

(关言)

2020年11月1日起，竞彩游戏新规实
施。新规对返奖奖金比例、销售时间、单票
投注额、实体店销售限额等都做出了调整，
请购彩者注意。

为公益事业做出更多贡献

调整后，竞彩游戏返奖奖金比例由
71%调整为70%，公益金提取比例由20%提
高到21%。

中国体育彩票是国家公益事业，每一
张体育彩票都会贡献公益金，为体育事业
和社会公益事业做出贡献。竞猜比赛是我
们的爱好，也是我们的善举，公益金提取比
例增加1%，也让我们为公益事业增加了1%
的“力量”。

销售时间缩短 常规11:00开售

调整后，竞彩游戏销售时间为周一至
周五11:00-22:00，周六、周日11:00至23:00。重
大赛事或其他特殊情况销售时间另行告
知。

常规情况下，竞彩游戏的开售时间将
由每天9:00推迟到11:00。对于比赛时间在上
午9:00到11:00的比赛，如美职篮、解放者杯
等，以前习惯在比赛当天投注的购彩者，新
规实施后，需要合理安排投注时间。停售时
间未做调整，竞猜欧洲各大主流赛事将不
受影响。

“重大赛事或其他特殊情况销售时间
另行告知”，意味着在世界杯、欧洲杯等国
际大赛期间，有望保持销售时间持续到比
赛临场的那一刻，让购彩者畅快体验玩竞
彩、看赛事的精彩。

单票购买金额不得超过6000元

新规明确，竞彩游戏单票购买金额不
得超过6000元。

如果你单次购彩经常超过6000元，请
一定要反思一下购彩行为是否理智，并尽
快转变购彩理念。竞猜的乐趣是猜中赛果
所带来的满足感，当选择了较多场次时，请
尝试做“减法”，排除掉不理性的选择，不仅
能降低投注金额，理论上也能增加中奖的
概率。此外，如果准确排除了错误场次，更
能让猜中比赛的满足感“翻倍”。“快乐购
彩，理性投注”不仅是一个口号，更是购彩
时应该遵循的一个准则。

单日单台终端机实行限额销售

新规实施后，竞彩游戏单日单台终端
机实行限额销售，请及时向实体店代销者
咨询，以免无法购买。

事实上，在2019年体育彩票已经有了
针对单日实体店终端销售限额的政策发
布，但是2020年此项针对单日实体店终端
销售限额有了更加严格的规定。这也体现
出国家加强监管、切实防范非理性投注、引
导理性购彩的坚定决心。

单人单日购彩超1万元需预约登记

新规实施后，单人单日购彩金额超过1
万元(不含)时，需填写《竞彩游戏大额投注
(超过1万元)预约登记表》。

本项要求是在售彩前给大额投注的购
彩者一个“冷静思考期”，让购彩者充分考
虑自己的投注行为。相信随着竞彩新规的
实施，会有越来越多的购彩者回归理性，充
分享受竞猜乐趣的本质。

彩票事业的核心属性是公益性，彩票
公益金为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发展提
供了重要的资金来源。支撑彩票事业健康
可持续发展的，是更多的人以理性购买彩
票的方式参与到公益中来，这也是体育彩
票倡导多人少买、理性购彩的初衷。

(任喜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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