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值得一提的是袁针对三款
野虎票冶和一款野冬奥票冶开展
的野体彩新春季冶全国性活动
正在火热进行中袁购彩者千万
别错过遥

一是袁2021 年 12 月 27 日
至 2022年 1月 23日期间袁购买
四款活动票种中的任意 1款袁单
票刮中 200元或 1000元奖级袁
完成兑奖后袁通过野中国体育彩
票冶APP或微信小程序扫描票面
保安区二维码登录野体彩新春季
虎虎生风开新局冶 活动页面袁便
可参与领取奖品遥 健身滑板尧投
壶尧 电商卡等 13万份好礼等你
来拿袁先到先得遥

1月 10日袁 国家体彩中心
发布了 叶关于体彩新春季即开
票营销活动中全国奖品 渊健身
滑板冤已兑完的公告曳遥公告称袁
截至 2022 年 1 月 10 日 11 时

55分 00秒袁野体彩新春季 虎虎
生风开新局冶 主题即开票营销
活动中袁刮中 1000元奖级对应
的 7000个全国奖品(健身滑板)
已全部兑换完毕曰 刮中 200元
奖级对应的全国奖品仍可继续
兑换曰各省渊区尧市冤开展的地方
性活动以当地体彩中心公告或
发布信息为准遥

二是袁1 月 1 日 10:00 至 1
月 27日 18:00期间袁 通过手机
扫描活动二维码或打开活动链
接进入 H5页面袁 浏览冬奥会尧
体彩品牌尧公益金尧责任彩票相
关知识袁参与答题袁即有机会抽
取 5 元尧10 元尧50 元即开型体
育彩票体验券 1张袁 体验券可
兑换同等价值的任意款即开型

体育彩票遥 每人每天最多有 3
次抽奖机会袁 活动期内预设体
验券送完袁活动随即结束遥

“虎票”“冬奥票”“年票”中奖不停

刮顶呱刮 刮出年味儿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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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记者金海燕报道
临近虎年春节，年味儿渐渐浓了起来。对购彩者来说，过年怎能少了顶呱刮助兴？三款虎年生肖票“虎

虎生威”“锦虎贺岁”“寅虎”全新上市，并推出力度不少的促销活动；一款冬奥主题票“2022”为即将开幕的
冬奥会加油助威；此外，一些应时应景的“年票”重新走进购彩者的视野，和购彩者欢度春节。

日前，在江苏昆山、浙江宁波和杭州等地，“虎票”中奖连连；在浙江温州和湖州、山东潍坊等地，
“冬奥票”连出 10 万元头奖；在吉林长春、四川成都，应时应景的年票“中国龙”“大运到”分别中出 100
万元头奖……

野虎虎生威冶面值 20元袁共有
20次中奖机会袁最高奖金 100 万
元遥 该票票面采用了霸气的虎头
作为票面形象袁 尽显威武雄壮和
王者风范遥票面设计了三个场景袁
威风凛凛的虎头给人很强的视觉

冲击袁 同时也传递着体彩的一份
祝福袁希望在新的一年袁所有的国
人能够如虎添翼尧虎虎生威遥

在江苏昆山袁 购彩者陈先生
刮中顶呱刮 野虎虎生威冶 二等奖
50万元遥

陈先生是上班族袁 平时空闲
喜欢去体彩店买上几张即开票遥
他说院野12月 26日袁 我跟往常一
样来到常去的彩票店袁 销售员热
情地推荐我可以试试新到的虎年
生肖票遥我选了两张耶虎虎生威爷袁
当刮开第二张最后一行时袁 出现
了一个虎头标志袁 下面对应的奖
金竟然是 50万元浴 冶

野锦虎贺岁冶 面值 10 元袁共

有 12次中奖机会袁 最高奖金 30
万元遥 该票票面分为排球尧篮球尧
足球和滑雪四个场景袁 分别代表
2022年即将举办的冬奥会尧女排
世锦赛尧 世界杯等热门体育赛事
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比赛项目遥
身着中国风服饰的锦虎化身运动
健将袁在运动中展现风采袁也寄托
着我国运动健儿在赛场上奋勇拼
搏袁再创佳绩的美好祝愿遥

在浙江宁波袁1月 7 日袁购彩
者周先生刮中顶呱刮野锦虎贺岁冶
30万元一等奖遥 根据省内野体彩
新春季冶活动规则袁该购彩者获得
双倍幸运袁 可多得 30 万元派送
奖袁共收获奖金 60万元遥

周先生是资深购彩者袁 平时
喜欢购买顶呱刮袁 每次有新票推
出袁都会刮几张体验一下遥当天中
午袁周先生走进体彩店袁看到野体
彩新春季冶活动海报袁仔细研究了
活动规则后袁便决定买几张野锦虎

贺岁冶尝试一下袁没想到第一张就
刮出最高奖金 30万元遥

野寅虎冶面值 5元袁共有 10次
中奖机会袁最高奖金 10万元遥票面
整体的风格是传统中国红袁浓浓的
新年氛围曰 在设计风格上袁野寅虎冶
采用了中国古代传统技艺要要要剪
纸的风格遥巧妙地将新潮设计与传
统技艺相结合袁打造出三只不同造
型国潮风的野寅虎冶图案遥

在浙江杭州袁 购彩者张先生
于日前刮中顶呱刮 野寅虎冶1 万
元袁根据省内野体彩新春季冶活动
规则袁他还将额外获得 2000元中
石化油卡遥

张先生基本上每天都会到体
彩店购彩遥中奖当天下午袁他听销
售员介绍说这款新的即开票刚上
市袁而且还有活动袁他便准备购买
几张新票来试试运气遥没想到袁他
在刮到第三张的时候袁 看到自己
刮出个金钱标志 1万元遥

野2022冶 是以北京冬奥会为主
题打造的一款新票袁 共有 3个票
面袁其主色调分别为蓝尧紫尧绿 3种
颜色袁均以野冰雪冶和数字野2022冶作
为主要元素袁 展现了速度滑冰尧冰
壶尧 滑雪等多种冬奥会的运动项
目袁为即将到来的北京冬奥会加油
喝彩遥 该票面值 10元袁共有 10次
中奖机会袁最高奖金 10万元遥

野2022冶上市以来袁在浙江温
州和湖州尧山东潍坊等地袁均有购
彩者刮中该票 10万元头奖遥
在浙江温州袁 一位购彩者刮

中顶呱刮野2022冶一等奖 10万元遥
由于正值野体彩新春季冶活动袁根
据省内活动规则袁 该购彩者还可
以额外获得 10万元活动奖金袁总
奖金合计 20万元遥

据了解袁 该购彩者非常喜欢
顶呱刮即开票遥当天袁他就是冲着
野体彩新春季冶活动而来袁想试试
手气袁没想到中了野2022冶一等奖
10万元遥 刚刮出大奖时袁这位购
彩者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袁 说院
野平时大奖都是听别人说说的袁这
次不仅轮到自己袁还有加倍奖励袁
这幸福来得太突然了浴 冶

在浙江湖州袁1 月 1日袁一位
购彩者刮中顶呱刮野2022冶一等奖
10万元袁 因活动期间奖金翻倍袁
最后奖金有 20万元遥
据悉袁 该中奖者是资深购彩

者袁凡有活动都会积极参与袁买上
几包即开票刮一刮遥当天袁购彩者
先买了一包野2022冶袁可惜没刮出
大奖袁在兑小奖时袁他决定再来一

包试试袁 结果第二包刮到一半突
然就出现了野28冶这个数字袁在数
字的下面刮出野100000冶的数字遥
看到数字后袁他先是愣了一下袁接
着兴奋地喊道院野中了浴 冶

在山东潍坊袁 去年 12 月 31
日袁 购彩者张先生刮中顶呱刮
野2022冶头奖 10万元遥

张先生平时最喜欢玩体彩顶
呱刮袁当天袁来到安丘城区一家体
彩店袁 看着柜台上琳琅满目的顶
呱刮票种袁 一眼就看中了新票
野2022冶遥他说院野赶上跨年了袁刮新
票添添好彩头袁 所以我当时就直
接买了一整本耶2022爷袁坐在店里
慢慢刮袁没想到 2021年最后一天
收获了一个 10万元的年终奖袁感
觉超幸运遥 冶

新年以来袁 除了新上市的
三款野虎票冶和一款野冬奥票冶走
俏彩市之外袁一些上市较早尧但
票名寓意应景尧 符合年味儿特
点的野年票冶也走俏彩市袁并频
频为购彩者送出幸运大奖遥

比如野中国龙冶袁对一些购
彩者来说袁 过中国年怎能少了
野中国龙冶遥 野中国龙冶作为体彩
顶呱刮第二款单票面值 50 元
即开票袁 国潮元素充溢整个票
面极具美感和文化价值遥 中奖
机会达到了 39 次袁 头奖奖金
100万元遥

在吉林长春袁1 月 2 日袁购
彩者于先生刮中野中国龙冶头奖
100万元遥

于先生说袁 那天走进体彩
店后袁他发现柜台里面还剩下 7
张 野中国龙冶袁 决定试试手气遥
野我刚开始刮了两张袁这两张没
中袁然后我寻思再刮两张吧袁因
为有点不甘心遥 然后刮了两张
发现中了一个 50元袁就又换了
一张遥最后还剩没两张了袁就把
剩下的全买了遥 冶于先生刮到倒
数第二张的时候袁 以为这张也
没中袁 但当他把最后一行刮开
时映入眼帘的却是一长串的
野0冶袁他激动地当时都没细看具

体奖金是多少遥 他说院野其实当
时没有太大的感觉袁 可能是说
一下就被耶震爷住了遥 冶

比如野大运到冶袁这款在四川
省上市销售的地方票袁因其票名
应时应景袁 深受购彩者的喜爱遥
野大运到冶面值 20元袁奖金最高
100万元遥 该票以民俗野贴福冶为
创作灵感袁特别邀请了绵竹年画
博物馆馆长尧著名非遗大师胡光
奎参与创作袁为大家送出野福到
大运到冶佳节祝福遥

在四川成都袁1 月 4日袁一
位中年男子刮中顶呱刮 野大运
到冶100万元头奖遥

据该男子介绍袁当时在店内
听销售员介绍 野体彩新春季冶活
动力度空前袁除了游戏设定的奖
级外还有汽车尧 手机等好礼相
送袁于是便买了 10张野大运到冶
试试手气袁刮到第 8张时刮出了
中奖号码野12冶以及号码下方的
野预1000000冶遥他当时有点不敢相
信袁还让销售员帮忙确认了好几
遍才相信自己中了大奖遥

在顶呱刮票种当中袁 还有
不少票名喜庆吉祥尧 充满节庆
气息袁 比如 野财神到冶野好运连
连冶野财运旺冶野好彩头冶等袁都在
近期受到追捧遥

“虎票”生猛！三款游戏中奖多

“2022”来了！连中 3个 10万头奖

“年票”助力！100万头奖惹人羡

持续火热！“体彩新春季”不可错过温州野2022冶10万 湖州野2022冶10万 潍坊野2022冶1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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