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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联网体育彩票中奖公告

玩法 期数 开奖号码

排列 3 14158 3 7 0

青海中得直选 9 注 组选 2 注

排列 5 14158 3 7 0 9 2

7星彩 14068 9 0 2 5 9 2 2

全民竞彩 《天天竞彩》世界杯特别节目激情上演
四年一次的世界杯已经来临，《天天

竞彩》 世界杯特别节目也在 6 月 12 日与
全国彩民、球迷见面了。 在这个球迷、彩民
盛大狂欢的足球节日里，《天天竞彩》世
界杯特别节目也将为全国广大彩民朋友
献上更精彩的节目，为观众在观看比赛及
购彩的同时，提供更丰富、更多样化的参
考信息与数据。

专家助阵
《天天竞彩》 世界杯特别节目的演播

室已经装饰一新，世界杯元素和巴西桑巴
风情让观众耳目一新。 在世界杯特别节目
中，依然邀请了《天天竞彩》的常驻嘉宾、
中央电视台著名足球评论员、国家体彩中
心特约足彩培训师和各位足彩专家，为观

众分析点评世界杯的每场比赛。 特别是徐
阳指导，在做客《天天竞彩》的同时，还担
任着央视名牌栏目《豪门盛宴》等世界杯
专题节目的嘉宾与解说工作，这将为《天
天竞彩》的观众带来更多丰富的信息。 而
有些赛事分析信息，更是会早于《豪门盛
宴》，在《天天竞彩》节目中提前发布。

媒体擂台
在世界杯特别节目中，《天天竞彩》

增加了一个新的环节：媒体擂台。 节目中，
除了现场嘉宾对竞猜赛事进行分析之外，
还将为观众提供竞彩网、 新浪、 淘宝等 6
家全国知名媒体给出的专业的赛事数据
和投注推荐与分析。 增设了这个板块，会
让彩民观众了解到更多信息，同时，通过

对多家媒体给出的建议进行比较，也可以
为彩民投注提供更多参考。

连线巴西
世界杯期间，《天天竞彩》节目还特别

邀请了中央电视台在巴西世界杯现场的
报道组为节目传回独家资讯。 场外连线是
《天天竞彩》节目的传统板块，但以往都
是通过电话连线的形式，请嘉宾对投注赛
事分析讲解。 而在世界杯特别节目中，正
在巴西的央视现场记者将会为节目传回
视频报道，为彩民朋友带来世界杯赛场内
外的更多消息，让观众对比赛的环境更加
了解，为竞猜投注带来更大把握。

多渠道播出
《天天竞彩》节目自开播以来，一直保

持着平均每周 5 期的频率，特别是在有竞
猜赛事的日子里，《天天竞彩》 都会为彩
民朋友带来专业分析。世界杯期间，《天天
竞彩》将保持高密度的录制节奏，在每个
比赛日都会为彩民朋友献上世界杯特别
节目。 目前，《天天竞彩》 节目在竞彩店
MIDS 视频系统里播出的同时， 还会在中
国竞彩网、新浪网、搜狐网、腾讯网、淘宝
网、搜达足球网以及优酷网播出。 世界杯
期间，中国体彩网也会同步播出。 广大彩
民朋友可以通过多个渠道收看到《天天竞
彩》节目，另外，也可以在新浪微博和腾讯
微博上关注节目的最新信息。

关注世界杯、关注《天天竞彩》，看赛
事、玩竞彩、更精彩！

青海体彩与足球世界杯同行首发式在西宁举行
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在众多球迷的

期待中拉开序幕， 青海体彩中心为迎
接这激动人心的足球盛宴，于 6 月 14
日下午在西门体育馆北广场前举办了
“青海体彩与世界杯同行首发式系列
活动”。

首发式上，还举行了“青海竞猜
球迷俱乐部”揭牌仪式，竞猜球迷代
表万玛加同志为俱乐部揭牌，宣布青
海竞猜球迷俱乐部正式成立。 俱乐部
的成立不仅为喜爱竞猜足球的朋友
提供了一个交流沟通的空间，更为大
家搭建了一个分享彼此经验的平台。
球迷和竞猜彩民可通过竞猜球迷 QQ
群（群号码：373912979�）找到志同道
合的新朋友，相互交流，一起分享购
彩心得，既可丰富工作之外的业余生
活，又能体验足球彩票带来的中奖喜
悦！

揭牌仪式结束后，紧接着是下午

5 点在西门体育场举行的别开生面的
“竞猜无极限共赢世界杯 2014 青海
竞猜球迷足球友谊赛”。 此次比赛是
由 “大乐透媒体队”“公益体彩队”
“顶呱刮彩民队”“竞猜球迷队”四
支球队参加， 比赛采用小组淘汰制，
当日进行两场小组赛，第一场：“大乐
透媒体队 & 公益体彩队”； 第二场：
“顶呱刮彩民队 & 竞猜球迷队”。
球赛在充满紧张、 激情的气氛中进
行，每位队员充分展现自己的足球天
赋，为青海彩民及球迷朋友上演一场
激情四射的足球盛宴。 四支队伍在小
组赛结束后， 于 6 月 15 日中午 12 点
进行总决赛，第一场：小组赛获胜者
进行冠军争夺赛，第二场：小组赛未
获胜者进入三四名的比赛。 经过两天
激烈的角逐，竞猜球迷队勇夺本次友
谊赛冠军， 获得省体彩中心送出的
5000 元现金奖励，其余三组队伍也收

获了体彩送出的不同大礼！
首发式活动现场，青海体彩还隆

重推出了“玩竞彩、看球赛、送好礼”
活动， 各位喜欢足球的朋友和喜爱竞
猜的朋友， 只要凭当日在青海任意一
家体彩店购买的 20 元以上金额(含 20
元)足球游戏玩法彩票，就可在比赛现
场获得由青海体彩送出的精美 T 恤一
件。活动受到众多市民的积极参与，取
得不错成绩， 为喜爱足球的朋友送去
一份体彩的别样礼品。

这个充满激情与呐喊、 胜利与失
败、 光荣与梦想的足球盛宴在众多朋
友的关注中圆满结束，但 2014 年足球
世界杯还在进行中， 中国体育彩票准
备了丰盛的竞猜大餐， 体彩竞猜游戏
让您在观看足球的同时， 收获丰厚奖
品。 中国体育彩票陪您共度一个别样
的足球世界杯！

（张丽娟 、张丽丽）

超级大乐透第 14069 期奖池 6.48 亿元

排水不畅 向阳堡里不像样
积水深达三四十厘米

6月 8 日，天气晴朗，大通回族土族自
治县桥头镇向阳堡村， 村民沈礼兴正在自
家门前排水。 他愁眉苦脸地说：“这条村道
的积水足足有三四十厘米深， 我们只能沿
着墙根一步步往前挪。 ”记者注意到，村里
的整条巷子几乎变成了一条小河， 为了防
止积水进入院中， 村民纷纷在自家门前垫
起了沙袋。

为了尽快排水， 村民找来 4 台抽水
机，现场抽水。 村民称，因为排水不畅，只
要雨一大，就会发生水灾。 采访中，村民薛
有财在自家的地板上跺了跺脚后，地板下
方发出了“咣、咣”声。 他说，积水使得地
基出现空洞，房屋随时有倒塌的可能。 几
户村民的房屋墙体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
裂缝。

村民最怕的就是下雨

为什么村里的排水渠没有起到作用，
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村里大面积积水？ 村
民吴廷山介绍， 从向阳堡村往北有段十多
米的坡路， 是雨水流入村里的必经之路，
因为地势较陡， 雨水都汇集到这里， 这个
排水渠较浅， 雨水饱和后容易发生外溢。
记者看到， 一处排水渠很久没有清理了，
泥沙淤积，杂草丛生。

向阳堡村党支部书记吴忠义介绍，向
阳堡村处于地势低洼区域，上游的水没处
流，3 年来，村里经常会出现积水情况。 对
于排水渠的作用，吴忠义说，目前，全村
787 户村民都在水渠的沿线居住， 之前还

有一处较低的口子可以排水。 由于今年村
路改造，路面垫高了许多，有些排水出口
也被堵住，这就造成了排水不畅，出现积
水现象。

对于排水， 向阳堡村已经组织青壮年

劳动力开展了排水自救工作。 村民沈礼兴
说， 现在村里临时挖了三十多米宽的排水
沟 ,将积水引到这条沟里 ,再排到大沟，可
是排水效果不是很明显。村民薛有财说，如
果降雨量少 , 这里排水基本没有问题，但
是，最近几年降雨量大，为了排水，只能临
时开挖简易的排水沟， 积水可以在两天到
三天内排出,但最怕的就是下雨。

排水系统今年有望改造

向阳堡村位于大通县桥头镇下游地
区， 由于桥头镇农田积水较多, 排水需求
大 ,上游来水不小 ,目前，向阳堡村双新线
排水河道举足轻重。

村党支部书记吴忠义说, 由于去年夏
天村上遭遇了暴雨， 现在全村的防汛工作
体系形成，如果遇到大雨天,村干部就会督
促危房户到亲戚孩子家避险, 或者到村里
的公共场所暂住。 对于村里排水系统何时
改造，吴忠义满怀信心地说：“目前，大通
县交通局要对这一片区进行道路改造，排
水系统也在改造的项目中。 ”

大通县交通局副局长何学顺介绍，目
前， 县交通局申报的双新线改造一期项目
已经通过上级部门的审批，总投资为 2200
多万元， 其中包括大通县桥头镇向阳堡村
道路边沟排水系统改造工程， 今年 7 月有
望彻底解决村里排水不畅的问题。

近日,一场降雨过后，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桥头镇向阳堡村一些地段出现大量积
水，部分房屋墙体开裂。 因排水不畅，3 年来，这里经常遭水淹，村民希望相关部门能
够彻底解决积水问题。

本报记者 祁晓军 文 / 图

→墙体出现一条大缝↑村民沿着墙根通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