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体体彩彩高高频频游游戏戏““快快乐乐扑扑克克33””即即将将上上市市
小龙辞岁、骏马迎春之际，

体彩即将携新玩法重磅贺岁！新
高频游戏“快乐扑克3”融合大众
扑克精髓，将扑克牌的乐趣引入
体彩游戏，会打扑克就能玩，兼
顾中奖和欢乐！ 2014年2月22

日，这款超好玩的高频游戏“快
乐扑克3”将在山东上市，开启新
一轮的夺金盛宴！

高频开奖

每天开奖79期

“开奖快”是“快乐扑克3”作
为高频游戏的优势所在，“快乐
扑克3”从52张扑克牌中(黑桃、红
桃、梅花、方块A-K各13张)开出3

张扑克牌号码为当期开奖号码，
每十分钟开奖一期，每天开奖多
达79期！高频率的开奖将使快乐
中奖不停歇，时时刻刻的中奖必
将使彩民赚个盆满钵溢！

玩法多样

16种游戏任您选

游戏多样乐趣无限，“快乐
扑克3”共有16种游戏，彩民既可
以对“牌型”(扑克牌的类型，如同
花、顺子、对子等类型)进行包选
或单选投注，又可对“牌号”(扑克
牌的号码)进行任选投注，这些游
戏来自于民间扑克玩法，简单好
玩、趣味十足，多样的游戏可以
满足不同彩民的投注需求。

创新投注

2元可买24张牌

“快乐扑克3”在投注模式上
无限创新，引入了新的娱乐游戏
理念和投注方式，其开奖号码无
须考虑先后顺序和位置，由传统
的“2元购买1注号码”投注模式

变为“2元购买各种牌型”、“2元
购买各种组合”的投注模式，实

现2元钱可买12张牌、16张牌……
24张牌，必将呈献给彩民灵活、

新颖的投注体验。

简单易中

选中1个就中奖

中奖才是硬道理！“快乐扑
克 3”单注奖金从 5元到 6 4 0 0元
不等，游戏简单易中，如中奖率
最高的游戏“任选一”，2元钱任
选1个号码投注，只要选中3个
开奖号码中的任意1个就中奖。

“快乐扑克3”简单易中，轻松选
号中大奖，一定会让大家在体
验扑克游戏魅力的同时，收获
丰厚的奖金！

“快乐扑克 3”，快乐中大
奖！集众多优势于一身的“快乐
扑克3”即将加入体彩高频家族
重磅上市，令人无限期待！新的
一年，更多的惊喜和大奖尽在

“快乐扑克3”！
(朱德慧)

山山东东彩彩民民收收获获338800个个
顶顶呱呱刮刮万万元元以以上上大大奖奖

万元以上大奖380个，10万元
以上大奖172个，25万元大奖66

个，100万元大奖8个……
2013年，体彩“顶呱刮”玩法

惊喜连连，大奖频现，以全年380

个万元以上大奖的喜人成绩给
我省彩民朋友交出了一份漂亮
的成绩单。毫不夸张地说，“顶呱
刮”天天都在制造惊喜，每天都
会有彩民朋友与万元大奖亲密

接触。
“顶呱刮”自上市以来，凭借

其精美的票面，丰富的票种，简
单好玩的游戏，还有高达65%的
返奖率，一直深受山东彩民朋友
的热捧。“顶呱刮”也不负众望，
不断送来超值大奖。据统计，2013

年全年，我省中出顶呱刮万元以
上大奖高达380个。其中，25万元
大奖我省彩友就收获了66个，面
值10元的“十倍幸运”成为最受
彩民喜爱的票种，全年共送出11

个25万元头奖，成为本年度中奖

冠军；“绿翡翠”和“NBA”即开票
也不甘落后，分别中出7个25万
元大奖；“打黑8”紧随其后，也为
山东彩民送上5个头奖……，100

万元大奖我省彩民朋友共刮出8

个，其中“点石成金”、“幸运星”
拔得头筹，各送出2个百万大奖；

“好彩头”、“超值现金”、“超级大
乐透”、“黑旋风”分别送出1个百
万大奖，“顶呱刮”可谓是名副其
实的造富机器。如此紧密的中奖
节奏，让山东彩民大呼过瘾！
目前，在售的“顶呱刮”即开票有

2元、3元、5元、10元、20元、30元不
同面值的票种供彩民朋友选
择，满足社会各层次群体的需
求。在您忙碌的工作之余，您可
以买上几张“顶呱刮”彩票试试
手气，也许就会有意想不到的
惊喜降临；在逢年过节的时候，
您也可以买本“顶呱刮”彩票作
为礼物送给亲朋好友，与他们
共享幸运与惊喜。2014年，相信

“顶呱刮”将不断创造新的奇
迹，演绎更多的精彩！

(赵倩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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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体彩

新年以来，体彩七星彩一
直保持了强势的出奖势头，接
连送出500万头奖。1月19日，第
14008期开奖，本期实现头奖井
喷，共开出11注一等奖，山东、
上海等7个省市的彩民纷纷斩
获大奖，收获“年终红包”迎接
新春佳节的到来。

本期七星彩开出一等奖11

注，是新年开奖以来开出一等
奖注数最多的一次，每注奖金
611942元，二等奖开出58注，三
等奖334注，四等奖4987注，中
奖面之广足以让更多的彩民体
验到七星彩的中奖乐趣。除一
注一等奖外，我省彩民还收获
了当期二等奖1注、三等奖8注，
四等奖171注。

“1957425”是本期的开奖
号码，大小比为4：3，奇偶比为
5：2，和值为33，012路比为1：3：
3，大号、奇数略占有优势，整体
而言较为均衡，猜中难度不大
造就了本次的井喷现象。单纯
从数字来看，本期开奖号码疑
似为生日号，由此可见七星彩
开奖号码许多来自于生活中的
数字，大奖号码就在身边。

本期的七星彩一等奖出
自青岛03925站点，这是2014年
我省彩民中得的首注七星彩
一等奖，也是继新年首期大乐
透1000万大奖之后，青岛彩民
收获的又一大奖，大乐透、七
星彩夺金好戏连番上演，青岛
彩民“梅开二度”好运连连。至
于如何命中号码，是否是投注
的生日号码，还需大奖得主为
我们揭开谜底。

我省彩民喜中

七星彩一等奖

1月 1 8日下午，“大众网”
泰安网友新春联谊会在宝龙
广场御膳楼酒店举行，近千名
市民网友参加，泰安市体彩中
心、体彩·山之韵艺术团应邀
出席。

作为联谊晚会的特邀演
出团体，体彩山之韵艺术团提
供了音乐小品《踏雪寻梅》、古
装舞蹈《踏歌》以及大合唱等
节目。其中，情景剧《爱的传
递》紧扣社会现象，以马路上
摔倒的老人为题，展现社会芸
芸众生之相。最终，爱心市民
积极搀扶老人，点燃路人大爱
之情，纷纷打出雨伞，为老人
遮风避雨。其中，最引人注目
的就是五颜六色的雨伞上“中
国体育彩票”字样，当“只要人

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会变
成 美 好 的 人 间 ”的 歌 曲 响 起
时 ，现 场 响 起 了 雷 鸣 般 的 掌
声。情景剧以传递爱心，传递
正能量为内容，添加了“中国
体育彩票”的元素，生动灵活
地展现了公益体彩的特质，无
形中流露了彩民购彩、献身公
益、人人受益的发行理念。

2 0 1 3年，泰安体彩·山之
韵艺术团紧扣“突出公益 服
务市民”的工作宗旨，用百姓
喜闻乐见的文艺曲目为大家
带来欢声笑语，先后走进福利
院、军营、矿区等，开展体彩专
场文艺演出慰问13次，让数以
万计的市民百姓感受到了体
彩艺术团的魅力。统一的红色
体彩马甲、紧扣公益主题的各

类节目、特有的“体彩身份”都
令她成为当地文艺界一支独
秀。

我们坚信，体彩艺术团带

给大家的不仅仅是快乐，更多
的则是那一张张彩票上所承
载的“参与、快乐、奉献”的公
益理念。 (刘凯)

体体彩彩艺艺术术团团助助力力泰泰安安网网友友联联谊谊会会

2013年已悄然过去，回顾这
一年，山东体育彩票乐透型、数
字型、竞猜型、即开型各种游戏
争相斗艳，展现出其趣味性、娱
乐性，并向彩民们呈送出累累
中奖硕果，其中，竞猜型游戏足
彩表现不俗，全年捷报频传，带
给彩民惊喜不断，“ 1 4场胜平
负”、“任选9场胜平负”、“6场半
全场”、“4场进球彩”4种游戏共
为山东彩民带来万元以上大奖
2573注！

足彩游戏不同于其它的数

字彩票，自足彩上市以来，凭借
其自主性、可预测性、观赏性，
一直受到彩民的热切追捧。同
时，足彩游戏花样种类繁多、灵
活多变，适合彩民的多种游戏
需求。4种玩法中当属 “14场胜
平负”和“任选9场胜平负”最受
欢迎，2013年，“14场胜平负”游
戏全省收获万元以上大奖1161

注，十万元以上大奖138注，百万
以上大奖14注，五百万大奖1注；

“任选9场胜平负” 游戏也不甘
示弱，收获万元以上大奖1143

注，十万元以上大奖20注，接踵
而至的大奖让彩民一个喜悦接
着一个喜悦，一次惊喜连着一
次惊喜。
在“14场胜平负”游戏中，一位青
岛彩民在第13037期凭借500万
的中奖金额成为我省全年足彩
最大赢家。一位泰安彩民在第
13134期以400万的中奖金额位
于奖金榜第二，不甘落后的还
有临沂、济南、聊城、潍坊、德州
彩民，频频传来了百万以上的
中奖喜讯，如此的霸气的成绩，

想必只有山东彩民才能诠释的
恰到好处。
值得一提的是，长达4个月、回馈
力度空前的“足彩2 . 4亿元大派
奖”活动，为2013年山东足彩增
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让足彩
迷们过足了瘾，不但享受了足
球盛宴，还收获了惊喜，收获了
幸运。新的一年已经来临，山东
足彩迷们势必带着独有的自
信，凭借非凡的实力，不断的创
造一个又一个奇迹，实现一个
又一个绚烂的大奖梦！ (林兵)

山山东东彩彩民民收收获获足足彩彩22557733注注万万元元以以上上大大奖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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