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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联网体育彩票中奖公告

玩法 期数 开奖结果

排列 3 14008 1 3 4

青海中得直选8注 组选55注

超级大乐透 �14004
前区 07 10 19 27 28

后区 09 12

排列 5 14008 1 3 4 7 5

体彩高频“11 选 5”玩法
任选二是新手夺金首选

体彩高频游戏“11 选 5”共有 12 个
玩法，其中“任选二”最为简单，最容易
中奖，特别适合新手彩友快速找到中奖
感觉。

体彩高频游戏“11 选 5”每期开出 5
个号码为当期中奖号码，“任选二”只要
选中任意 2 个开奖号码即中奖，中奖概

率高达 1/5.5。 在体彩高频游戏“11 选 5”
所有奖级中，“任选二”中奖率最高。

在实战投注中，不少彩民会发现这
样一个规律，体彩高频游戏“11 选 5”每
期开 5 个奖号，极易出现连号，而且当
期开奖号码与上期开奖号码出现重号
的现象也十分普遍，可结合这两大特点

进行选号。 尤其对于连续多期出现的热
号，可以用作胆码，再搭配其它号码组
成 1 至 2 注任选二进行投注，中奖十分
轻松。

如果“任选二”选号精准，可以采用
2 胆 N 拖投注任选三、任选四、任选五，
一旦中奖，收益将更加丰厚。

足彩新年销量看涨 为世界杯竞猜大年开好头
1月 5 日， 第 14002 期 14 场胜

负彩开奖，一等奖开出 51 注，单注
奖金 17.3 万元。 1 月 2 日开奖的第
14001 期 14 场胜负彩，开出 15 注一
等奖，单注奖金达 90 万元，当期销
量为 3042 万元。 这一销量远高于去
年同期水平， 为世界杯竞猜大年开
了好头。

第 14002 期 14 场胜负彩销量
为 1973 万元，开出一等奖 51 注，单
注奖金 17.3 万元， 江苏彩民中得 8

注，江西、湖南彩民各中得 5 注。 二
等奖开出 1340 注， 单注奖金 2827
元 。 同期任选 9 场销量为 1952 万
元，一等奖开出 12792 注，单注奖金
977 元。

当期 14 场胜负彩及任选 9 场
竞猜对象是 10 场英格兰足总杯和 4
场西甲。 埃弗顿、南安普顿、马德里
竞技、巴伦西亚全部胜出，这四支球
队取胜的猜中比例均在 70%以上，
堪称四大“稳胆”。 冷门不出意料地

出现在英格兰足总杯赛场上， 英冠
球队唐卡斯特主场负于英甲球队斯
蒂文尼奇，猜中比例为 16.6%。

相对于英格兰足总杯和西甲 ，
英超显然对彩民更具吸引力。 1 月 2
日开奖的第 14001 期 14 场胜负彩
是新年第一期， 竞猜对象为英超和
英冠，销量达到 3042 万元，开出 15
注一等奖， 单注奖金超过 90 万元。
2013 年，14 场胜负彩单期销量直到
3 月末才突破 3000 万元。 第 14001

期任选 9 场销量为 2578 万元 ，而
2013 年任选 9 场单期销量直到 9 月
开展“2.4 亿元大派奖 ”活动的首期
才超过 2500 万元。 足彩 2014 年第
一期的销量高于去年同期水平，第
二期销量与去年同期相当， 为世界
杯竞猜大年开了个好头。

从 1 月的赛程安排来看， 欧洲
五大联赛及次级联赛赛事频繁，虽
然暂时没有欧战任务， 但是杯赛与
联赛穿插进行对各支球队是不小的

考验。 而英格兰球队从去年圣诞节
到今年新年期间一直在马不停蹄地
比赛，一些球队甚至面临联赛、足总
杯、联赛杯三线作战的困扰。 这也为
冷门爆发提供了机会。 2013 年 1 月
3 日至 1 月 28 日，14 场胜负彩共开
奖 13 期，有 6 期开出单注 100 万元
以上一等奖奖金， 其中有两期开出
单注 500 万元封顶奖金。 从赛程安
排和去年同期的奖金情况看，今年 1
月足彩有可能多次开出大奖。

2014年体彩开奖信息发布渠道
一、 电视平台
CCTV-2 财经频道 播出时间 ：21:

20《经济信息联播》
CCTV-5 体育频道 播出时间 ：21:

58
二、 广播平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播出

时间：21:00
三、 网络直播
新浪网、搜狐网、腾讯网、中国竞彩

网、 中国足球在线 播出时间：20:30 左
右

四、 网络平台
中国体彩网 发布时间：20:50 左右

五、 报纸
《中国体育报》《中国体彩报》
六、 各省（区、市）体彩中心指定媒

体
青海省：《西海都市报》
七、全国体育彩票销售网点

体彩·课堂

省城西区文化艺术中心免费开放
18日将举办裸眼 3D 魔幻艺术展

本报讯 （记者 吴亚春） 经过
前期建设、调试等程序后，1 月 8 日，
西宁市城西区文化艺术中心正式启
动运行。 投用后，城西区文化艺术中
心将免费向市民开放， 并举办和承
办各种展览 、演出 、培训 、教育 、研
究、交流、企业年会、新闻发布等活
动。

文化软实力是衡量一个城区发
展程度的重要指标， 而坐落在繁华
商业街区的城西区文化艺术中心 ，

将通过功能、资源、需求的一系列整
合， 为城西区文化软实力的展示提
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 打造城西区
文化“会客厅”。

城西区文化艺术中心位于城西
区佳豪国际广场五楼 ， 建筑面积
3468 平方米，设有多功能区、文化娱
乐区、图书区、休闲区等。 是城西区
委 、 区政府 2013 年为民办实事之
一，是西宁市、城西区两级文化重点
项目，也是文化西区的标志性项目。

◆ 多功能区可为区属文化演出
团体提供排练场所。 周六、周日面向
辖区内中小学生，提供师资、无偿或
低偿乐器及音乐知识培训。 晚间，将
面向市民开办国标舞、街舞、瑜伽等
培训。 市民国标舞等早场将免费开
放。另外，还举办年终团拜会、茶话会
等活动；举办招商、联谊冷餐会等，可
不定期举办名家书画展、 艺术品展、
摄影展、收藏展、非遗作品展、学生书
画作品联展、DIY 作品比赛等， 并接

受市民申请举办个人艺术作品展。
◆ 文化娱乐区将定期举办市民

大讲堂，邀请省内外专家、教授、学
者开设文化、历史、经济、民俗、健康
方面的讲座，邀请市民参加。 将不定
期举办各类专业讲座和论坛， 邀请
行业专业人士参加。 同时承接中型
会议和演出活动， 可举办区政府新
闻发布会、媒体通气会等。

◆ 休闲阅读区可免费阅读各类
图书和杂志， 为市民提供休闲阅读

场所，打造全民阅读空间。 同时，将
为读者提供免费上网服务。 今后，将
适时推出读者沙龙，设立英语角，为
英语爱好者提供交流的场所。

更值得期待的是，1 月 18 日，风
靡全球的 3D 魔幻艺术展全国巡展
将登陆西宁市城西区，中韩裸眼 3D
魔幻艺术展将在城西区文化艺术广
场隆重开幕。 届时，市民可零距离接
触神奇的 3D 视觉艺术，享受奇妙的
立体感观。

湟中农户开“咖啡论坛”

“让我的基地成为他的超市”
本报讯 （记者 袁震） 一杯香浓的咖啡、

几盘美味的水果、点心……1 月 7 日，西宁市
湟中县的十余家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和种
植、养殖公司的负责人聚在一起，召开了一场
别开生面的“咖啡论坛”，共同为湟中县发展
休闲观光采摘、打造湟中蔬菜品牌建言献策。

湟中县农牧和扶贫开发局组织召开这次
“咖啡论坛”，还要从本报“全城吃红提”公益
活动说起。 2013 年 12 月，湟中果农方文成种
植的近 100 吨高原红提滞销， 本报随即发起
帮果农卖红提“全城吃红提”活动，短短四天，
不仅帮果农将滞销的高原红提销售一空，而
且还帮果农打造出了“高原红提”这一品牌。
本报“全城吃红提”活动同时也给了湟中县农
牧部门一个很好的启示。

湟中县农牧和扶贫开发局副局长白迎春
说，方文成的高原红提通过《西海都市报》的专
题报道，从滞销变成畅销，让湟中县农牧部门和
果蔬种植户们看到了媒体的力量， 进一步认识

到了品牌打造的重要性。 湟中县今后将进一步
加大湟中地产果蔬的宣传力度， 努力打造湟中
果蔬这一品牌， 让湟中果蔬种植基地成为西宁
市民的菜篮子和超市。

为了集思广益， 湟中县农牧和扶贫开发
局专门召集了十余家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和
种植、养殖公司的负责人，召开了以“让我的
基地成为他的超市” 为主题的湟中县休闲观
光采摘及蔬菜品牌建设“咖啡论坛”，共同研
究和探讨湟中县发展休闲观光采摘及蔬菜品
牌建设的思路。

参加论坛的种植、养殖户们表示，湟中县
三面环围西宁，交通便利，而且湟中县蔬菜生
产基地多、蔬菜品种也多，发展休闲观光采摘
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今后，各果蔬种植专业合
作社和种植、养殖公司,将努力把蔬菜生产基
地打造成西宁市民的菜篮子和超市， 让西宁
市民到湟中采摘优质地产果蔬和休闲观光的
同时，也让农户增加收入。

参加“咖啡论坛”的果蔬种植户热烈讨论，建
言献策。

本报记者 袁震 摄

青海百家特色旅游商品店
年销售额 11 亿元
本报讯 （记者 王雅琳） 记者

昨日从省旅游局获悉 ， 到 2013 年
底， 我省 104 家挂牌特色旅游商品
展销店，销售额达到 11.3 亿元，较上
年增长 33.07%，对旅游消费的拉动
力增强。

据悉，为加快全省旅游商品的研
发、生产、销售，省旅游局按照市场需
求及时调整思路，持续加大对青海旅
游商品的扶持和引导力度，为特色旅
游商品店搭建销售平台和挂牌认定。
为了提高旅游购物在旅游收入中的
比重，去年旅游旺季，我省旅游部门
掀起了为期四个月的旅游消费季活
动，同时采取“冬游青海”“欢乐购物”
等多种有力措施，延长全省旅游和购
物季节， 将旅游和民族文化商品、传
统年俗、时尚元素相融合，掀起了冬
季旅游的消费热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