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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于6
月14日拉开帷幕，32支国家队
在绿茵场上角逐象征世界足球
最高荣誉奖的大力神杯。为了
迎接这场足球盛宴，中国体育
彩票准备了丰盛的竞猜大餐，
彩民朋友可以享受“一边看比
赛、一边猜比赛”的快乐和激
情，而山东的彩民朋友更是格
外的幸运，山东体彩为彩民朋
友准备了丰富的回馈———“精
彩世界杯，竞彩送宝马”活动，
活动期间，只要购买竞彩游戏
单票金额满100元，就可以参加

抽奖，把宝马汽车开回家、把联
想笔记本电脑抱回家！

本次的“精彩世界杯，竞彩
送宝马”活动与世界杯几乎同
步进行，2018年6月14日-7月15
日，凡在我省体彩网点(含手机
在线)购买竞彩游戏单票金额
满100元，即可凭符合条件的彩
票参与抽奖活动。一等奖是宝
马320Li(时尚型)汽车，每周抽
取1辆，共计5辆；二等奖是联想
Thinkpad(R480)笔记本电脑，每
天抽取20台，共计640台。也就
是说，世界杯期间，周周送宝

马、天天送笔记本电脑，喜欢竞
猜的你，千万不要错过如此难
得的机会。

值得一提的是，有许多彩
民朋友喜欢通过“手机在线”购
买彩票，既方便快捷又可以随
时随刻参与，本次的世界杯竞
猜活动，以“手机在线”方式购
买竞彩的，同样有机会参与抽
奖活动。纸质的彩票以彩票票
面终端号和出票时间为抽奖依
据，“手机在线”电子彩票以用
户投注账号和出票时间为抽奖
依据。每张彩票只有一次中奖

机会。
世界杯，你的参与很重要！

感受跌宕起伏的精彩赛事、纵
享竞猜的无限乐趣，外加宝马
汽车、笔记本电脑的幸运加持，
必将陪伴彩民度过一个又一个
难忘的夜晚，更为幸运的是，今
年的东道主俄罗斯与我们之间
只有5个小时时差，广大球迷可
以享受“下班看球”的幸福时
光，也得以近距离感受与足球、
与大奖、与宝马汽车的亲密接
触。一句话以概之：美妙世界
杯，一起嗨起来！(孙秀红)

世世界界杯杯如如此此美美妙妙！！
买买竞竞彩彩送送宝宝马马汽汽车车、、笔笔记记本本电电脑脑

宁夏属于西北经济欠发达
省区，宁夏的“西海固”更是有
名的贫困地区。然而，就在这样
一个地方，体育彩票取得的成
绩让固原分中心成为宁夏体育
彩票事业发展的一股重要力
量。许科作为固原分中心的负
责人，带领一班年轻人不畏山
区工作艰辛，淋漓尽致地展现
出体彩基层工作者勇于探索，
执着追求，乐于奉献的精神风
貌。

不畏艰辛 勇于进取

固原市分中心是宁夏体彩
各分中心负责人较为头疼的任
职地区，工作地点离家远且交
通不便，回一次在银川的家单
程就要近五个小时。2015年的
一个中午，许科告诉妻子要去
固原市分中心工作，恰巧爱人
也告诉他自己已经怀孕，在常

人看来这是“喜上加喜”的好事
情，但两个人却是默默不语。在
面对事业的需要与对家庭照顾
的选择时，许科没有因为“顾小
家而忘大家”，毅然决定服从单
位组织安排。

说起固原市分中心的彩票
发行销售管理工作，最为突出的
就是一个“苦”字。许科带领全体
人员常年深入山区一线网点进
行市场调研与拓展，胃病、腰间
盘突出成为在这里工作最容易
得上的职业病。分中心仅有6名
工作人员，下网点的工作时间每
天都在10个小时左右，夜里行车
在伸手不见五指的路上已经是
家常便饭，雨天雪天被困在山路
上成为了大家谈笑风生的话题。
为了追求工作进度和质量，大家
只有牺牲自己的下班时间和休
息时间。在固原从事体彩工作不
仅艰苦，风险还相当高。许科讲
了这么一段团队的经历：“为了
保证网点销售，发扬体彩人的责
任精神,一次同事们驾车去为彩
票网点维修终端机时突然遇到
下雪天气。车子行进在盘山路
中，一边是高山，一边是山沟。突
然轮胎打滑，最终车子横在公路
上，幸好平安无事。”尽管当时许
科不在场，但讲述起来还是心有
余悸。

任职当年，许科就凭借踏
实肯干的作风，带领固原分中
心取得“先进集体”、年度单机
销量第一、年度销量突破1亿元
的好成绩。2017年，固原市体彩
销量约1 . 65亿元，单机销量达

到了140万元，网点销售水平在
宁夏同级别地市中遥遥领先，
甚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18
年宁夏固原的销售目标将接近
2亿元销售大关。在这样一个年
度GDP只有240亿元，常住人口
仅有120万人，农村人口占比近
80%，每年外出务工30万人的贫
困山区，这样的销量应该说是
一个不平凡的业绩。

不懈努力 一直坚守

许科在工作上取得的成绩
离不开家人的支持。因长年在
外地工作，很少有机会回家看
望家人。虽然说每次往返都要
在大巴上颠簸10多个小时，但
对于他来说也是奢侈。几年来，
他从未向单位请过事假和病
假。

体育彩票是许科职业生涯
的第一份工作，他也将体育彩
票视为他人生的唯一职业。自
2 0 0 7年大学毕业参加工作至
今，许科先后获得10次年度先
进工作者，3次优秀共产党员荣
誉称号，1次“最美体彩人”称
号。不懈努力换来的工作业绩
回报了单位领导给予他的信
任，久而久之家人也习惯了为
他的工作提供无保留的支持和
理解。他是一位从来也没有陪
爱人做过产检，从来也没有带
自己孩子打过预防针的丈夫和
父亲；他的母亲3次住院做手术
他都没有亲自照顾过……然而
他的爱人和家人很少有抱怨的

言语和劝他改行的想法，默默
的支持和家庭的和谐是他安心
工作的坚强后盾。

许科出生在农村，父母以
前过得是苦日子，许科说：“他
们对我的工作非常支持，生病
都不跟我说。父亲告诉我，要对
得起单位给你开的工资，要挣
良心钱。”对于父母，许科也心
存愧疚：“父母年龄大了，身体
越来越不好，看望父母越来越
多的是看病买药，陪伴家人越
来越多的是‘爽约’。”

许科把美好的年华放在了
体彩事业，固原的每一家投注
站、每一台终端、每一句宣传
语，每一次进步都凝聚着他和
同事们的辛劳和汗水。积极探
索、勇于创新、坚持不懈、乐于

奉献，许科用实际行动为体彩
事业书写了亮丽一页。

工作11年来，许科从当年
大学毕业骑着摩托车的体彩专
管员到如今成为分中心主任，
单位的培养、个人的努力、家庭
的支持是他事业成功的基石。
在固原体彩这个工作团队中，
许科工作上是领头人，学习上
是带头人，生活上是老大哥。他
给予员工关心换来了团队较强
的执行力，无论是分中心员工，
还是业主销售员，他都认真负
责，有问必答，严以律己，处处
以身作则。

微风拂过黄土高坡，许科
从未停下，继续在路上。(包栩)

体体彩彩精精神神铸铸就就男男儿儿本本色色 公公益益事事业业成成就就个个人人辉辉煌煌
——— 访宁夏固原体彩中心主任许科

大乐透井喷11注头奖！6月
27日，体彩大乐透第18074期开
出11注一等奖，基本投注奖金
604万余元，其中10注采用追加
投注，单注总奖金967万余元。
11注头奖分落江苏、福建、山
东、广东和海南，其中，山东彩
民中得5注追加大奖，均出自临
沂，总奖金达到4838万余元！本
期开奖过后，大乐透奖池滚存
至59 . 09亿元。

最冷号现身！后区“12”

隐藏20期后开出

本期，前区开出号码“03、
09、12、28、30”，后区开出号码

“04、12”。奖号分布较为分散，
各号段均有号码开出。最小号
码“03”，最大号码“30”。冷热号
码均有开出，既有间隔14期开
出的冷号“09”，也有间隔1期再
度开出的热号“12”。前区偶数
略占优，奇偶比为2：3。

后区开出“04、12”一小一
大、一热一冷的偶数组合。“04”
是休息3期再次开出的号码，

“12”则是此前后区最冷的号
码，已经隐藏了20期。

大奖又井喷！山东彩民

擒奖4838万元

本期全国共中出11注头

奖，其中1注为基本投注头奖，
单注奖金为604万余元，花落海
南；10注采用追加投注，每注多
得奖金362万余元，追加后一等
奖单注总奖金967万余元，分落
江苏、福建、山东和广东。

数据显示，山东中出的5注
967万元追加投注头奖出自临
沂同一站点，中奖彩票是一张
15元5注单式追加票，单票擒奖
4838万元。

福建中出的2注967万元追
加投注头奖出自福州的两个站
点，两张中奖彩票分别为12元4
注单式追加票和15元5注单式
追加票。

广东中出的2注967万元追

加投注头奖出自东莞的同一站
点，中奖彩票是一张6+3复式追
加票，单票擒奖1985万元。

江苏中出的1注967万元追
加投注头奖出自盐城，中奖彩
票是一张“前区3胆19拖+后区2
拖”的胆拖投注票，单票擒奖
991万元。

海南中出的604万元基本
投注头奖出自海口，中奖彩票
是一张7+3复式票，单票擒奖
622万元。

奖池再高攀！目前已滚

存至59.09亿元

本期二等奖中出117注，基

本投注单注奖金6 . 83万元，其
中42注采用追加投注，每注多
得奖金4 . 10万元，追加投注后，
二等奖单注总奖金为10 . 93万
元；三等奖共开出811注，基本
投注单注奖金3603元，其中397
注采用追加投注，每注多得奖
金2161元，追加投注后，三等奖
单注总奖金为5764元。

世界杯小组赛冷门迭出，
大乐透头奖热力井喷。本期大
乐透共开出11注头奖，开奖过
后，大乐透奖池滚存至59 . 09亿
元，仍高居59亿元高位。本周六
晚，体彩大乐透将迎来第18075
期开奖，希望广大彩友好运不
停。(陈星)

体体彩彩大大乐乐透透井井喷喷1111注注头头奖奖 山山东东彩彩民民擒擒奖奖44883388万万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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