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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4日晚，中国体育
彩票超级大乐透第16134期
开奖，全国中出一等奖3注，
分别出自山东、河北和贵州，
其中我省头奖花落港城日
照，一位日照彩民幸运揽获
头奖1000万元！

除了中大奖的惊喜外，
因为该彩民采用了6+3的投
注方式，恰逢我省正在开展
体彩大乐透“千万大派送”活
动，活动期间，单期单票投注
金额为15元且中奖的，获赠
10元投注金；采用“6+3”复式
投注且中奖的，获赠与该票
该期购票金额等值的大乐透
投注金，所以该彩民是“免
费”揽获了千万大奖！

本次大奖的出奖站点18423
投注站，投注站姚站长在得
知自己投注站中出千万大奖
后，激动的一晚上没睡好，第
二天一早便买好了水果、瓜
子等向来店里的彩民传递喜
气，体彩日照分中心也为投
注站撑起了大奖拱门、邀请
了锣鼓队。

问起姚站长是否还记得
是哪位幸运彩民收获如此大
奖时，姚站长说：“我们投注
站最近加入了日照市体彩志
愿者协会开展的帮助陈疃镇
李家大沟村义卖滞销山楂的
爱心活动，成为了体彩爱心
山楂义卖点，好多市民都来
我们投注站买爱心山楂献爱

心。再加上来投注站买彩票
的彩民们，最近店里人真是
太多了，对于是谁中的这个
大奖，确实是想不起来了。既
希望是我们店的老彩民中的

奖，也很希望是来我们投注
站买体彩爱心山楂献爱心的
市民中的奖，不过不管是谁
中的，我们都真心的为他高
兴啊！” (刘紫悦)

山山东东彩彩民民““免免费费””揽揽获获大大乐乐透透11000000万万元元巨巨奖奖
体体彩彩1111选选55之之任任选选五五

简简练练的的投投注注技技巧巧

很多朋友认为体彩高
频11选5中任选五的中奖率
不高，就放弃对任选五的选
择。其实，只要我们掌握到
一定的技巧，任选五也是一
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首先，我们应该把热号作为
首选胆码。所谓热号，就是
近期频繁连续出现的号码，
在任选五中我们不要轻易
杀热号。

其次是连号的选择，连
号是指两个号码之间只相
差1的号码，如5 6、7 8等。
通过对前期出奖号的观察
可以发现，出现连号的概率
约极高，其中以二连号、三
连号最为普遍。根据连号的
特点，我们可以从中选择两
到三个号。连号也可以应用
到任选三和任选四中。最后
我们还可以通过其他方式
选择一两个号码作为拖码。

重号也是任选五中比较
常见的，所谓重号是指上期
的开奖号码继续出现在本
期。体彩高频11选5每期都会
出现2-3个重号的现象，十分
频繁。根据该特点，可从上期
的开奖号码中选1、2个号码，
这样中奖的概率就将大幅增
加。

斜连码在任选五中也经
常出现。斜连码就是上期某个
开奖号码的相邻号码，例如上
期出02，本期如果出01或03则
均为斜连码。斜连码出现概率
非常高，热的时候可出现八斜
连甚至十斜连。

10月29日，菏泽26418体
彩投注站传出喜讯，在当晚
的开奖中，该店中出第16296
期排列五10万元头奖一注。
开奖第二天，中奖者徐先生
(化姓)即来体彩中心办理了
领奖手续，并为大家揭开了
中奖背后的故事。

据了解，徐先生是本地
人，已有6、7年的购彩史，
是一位体彩的忠实拥趸，几
乎体彩的所有玩法均有涉
猎，对排列三和排列五玩法
更是情有独钟。“购彩几年

来，巨野城区的大多数彩票
店自己几乎都去过，走到哪
里就会买到哪里，每天花费
不多，乐趣不少，购买彩票
已成为自己生活的一大乐
趣。”徐先生这样总结自己
的购彩生活。在每天的购彩
中，排列三、排列五成为徐
先生的必选项目，期间排列
三经常中，排列五这次是第
一次斩获大奖。据介绍在当
期选号中，徐先生首先定位
了 第 四 位 和 第 五 位 号 码

“5”，然后根据走势选定了

五组号码组合进行投注。正
是这五组号码的最后一注

“47955”成功锁定大奖，为
徐先生带来10万元奖金。

办理完兑奖手续，徐先
生现场咨询了工作人员如何
开设体彩投注站。徐先生表
示自己接触体彩几年来，一
直有计划投资开设一家体彩
投注站。这次中奖正好利用
这笔奖金，开设一家属于自
己的体彩投注站，开启自己
的创业路。

(张运峰)

幸幸运运小小伙伙喜喜中中排排列列五五1100万万元元 计计划划开开设设体体彩彩投投注注站站

1100 .. 8888万万起起 东东风风雪雪铁铁龙龙CC33--XXRR 22001177款款正正式式上上市市
自由Pa，躁起来！2016年

11月11日，东风雪铁龙C3-XR
2017款在深圳中心公园正式上
市。C3-XR 20 1 7款在原有
1 . 6L CVVT和350THP车型
基础上，新增了230THP先锋
型和230THP智能型两款车
型，售价12 . 78万元起。同时全
系车型增加碧玺橙车身颜色和
自由制躁选装包，为消费者提
供更多元选择。

此次C3-XR 2017款上市发
布会打破传统，携手风靡全球的
年轻时尚运动——— Run for Life
玩命跑，举办了一场年轻人的自
由狂欢派对，并由东风雪铁龙代
言人——— 2016年里约奥运会男
单羽毛球冠军谌龙领跑。

作为东风雪铁龙品牌的首

款小型SUV车型，C3-XR扎根
于年轻消费者市场，在产品力
和年轻化营销方面全面发威。
自2014年底上市近两年来，凭
借卓越的产品力和不断的创新
营销已赢得了许多年轻消费者
的青睐，稳居小型SUV市场主
流地位。基于市场的不断变化
和对年轻消费者的敏锐洞察，
此次东风雪铁龙推出C3-XR
2017款，以更吸引年轻一族的
营销活动和更贴近市场需求的
产品满足多元市场需求。

三大躁动元素 诠释C3-
XR个性多元态度

作为C3-XR主要目标人
群的85、90后自由派一族，他们
是玩就要不同，时尚潮流的引
领者，他们也是敢于打破常规，

追求自由多元生活的创新者。
针对这一群体特点，此次东风
雪铁龙C3-XR 2017款上市发
布会，与阿里体育合作，为年轻
人量身打造出一场躁动青春的
自由狂欢盛宴。

高效动力，新增230THP
PureTech发动机——— 对驾驶乐
趣的追求于年轻消费者而言是
不 可 或 缺 的 。此 次 C 3 - X R
20 1 7款新增PSA 23 0THP
PureTech发动机，配合全新一
代六速手自一体变速箱，动力
更高效经济，操控更平顺。该款
PSA 230THP PureTech发动
机最大功率达100Kw，1000转
涡轮便介入工作，1750转就可
达到230Nm的峰值扭矩，相比
同级竞品在功率和扭矩方面都

有着较大的优势，起
步加速更直接有力，
为消费者带来畅快
随心的驾驶体验。

ARTECH美学
设计，引领时尚风
潮——— 外观方面，
C3-XR 2017款延
续ARTECH美学设
计理念，将美学和科
技完美结合，黄金分割比例车
身打造流畅的车身线条，并带
来2655mm超长轴距，乘坐空
间更舒适。同时，1 . 3平米沐光
全景天幕，16寸流光旋动轮毂、
晶翼LED日行灯、承载式弧光
掠影行李架等独特造型，让C3
-XR以更时尚个性的外观赢得
年轻消费者的喜爱。

在小排量涡轮增压发动机
成为发展趋势以及年轻消费者
需求不断提升的当下，C3-XR
2017款的推出是顺应市场发展
的睿智之举。凭借不断升级的

“力驭美”产品力优势和创新的
年轻化营销，我们期待也相信，
未来C3-XR 2017款将会有更
加优异的市场表现。

新新华华基基金金““鑫鑫””系系列列近近半半年年业业绩绩亮亮眼眼
新新华华鑫鑫盛盛1111月月1155日日正正式式发发行行

随着美国大选尘埃落定，
避险情绪有所缓和，全球市场
风险偏好略有回升，尤其是A
股市场近期表现强势，沪指更
是创下3210 . 37点的反弹新

高。在此背景下，新华基金旗
下“鑫”系列再添掘金利器，据
悉，新华鑫盛灵活配置混合基
金于2016年11月15日起正式
发行，并由新华基金副总经理

兼投资总监、权益投资部总监
崔建波担任拟任基金经理。该
基金将综合运用多种投资策
略，力争为投资人提供长期稳
定的投资回报。

众众创创空空间间扶扶持持新新政政出出台台

本报威海11月16日讯(记
者 孙丽娟 通讯员 梁宁)

从市人社局获悉，为发展
众创空间推动全市创业新突
破，“创业威海”行动计划日
前出台。到2018年，全市要打

造100家众创空间、50家创业
孵化基地。根据行动计划，威
海将构建一批低成本、便利
化、全要素、开放式的众创空
间，对符合条件的给予不超
过50万元的资金奖励。

乳乳山山公公路路局局助助力力脱脱贫贫

本报11月16日讯(通讯员
付伟强) 乳山市公路局与

乳山汉泰大麻纺织有限公司
联系，在大孤山镇山东头村
建立服装加工点，吸纳10余
贫困户，每月人均增收1000
元。今年初确定乳山市大孤
山镇山东头村为包扶对象以

来，乳山公路局投入10万余
元资金、50吨水泥帮该村新
上鸡苗养殖，筹建冬暖果蔬
大棚。同时投入1 . 5万元用于
村内绿化，增添百余棵苗木
和美化栅栏，改善村容村貌。
乳山公路局积极组织干部走
访贫困户，送去慰问品。

11月12日，虹口区“中海
基金太阳花音乐教室”，来自
太阳花合唱团和弘梅小学的
40多名小朋友正在认真地排
练歌曲，准备迎接下午14:30

音乐教室的揭牌仪式。孩子
们纯洁透彻的眼神和高亢明
亮的歌声伴随着美妙的音符
一起，为这初寒时节带来了
阳光、感动与温暖。

从今天起，“中海基金太
阳花音乐教室 (虹口 )”作为
中海基金捐建的第二间音乐
教室在这里正式开课。

音音乐乐作作帆帆 梦梦想想启启航航
第第二二间间““中中海海基基金金太太阳阳花花音音乐乐教教室室””在在上上海海虹虹口口正正式式开开课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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