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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彩即开票 产品更丰富
“一蹴而就” 足球主题即开票

的上市，进一步丰富了体育彩票形
象店的体育元素。中国体育彩票被
誉为“体育事业的生命线”，一直注
重从公益金使用角度来增加形象
店的体育元素，而“一蹴而就”等以
体育运动为主题的即开票，更是直

接点题。
或许“一蹴而就”足球主题票

在上市促销活动结束后，销量会回
归到平均线， 但从完善产品布局、
拓展新客户群体的角度来看，其上
世有着重要的意义。 实现“建设负
责任、可信赖、健康持续发展的国

家公益彩票”发展目标，要求体彩
不断拓展新的客户群体，实现“多
人少买”。 从“一蹴而就”足球主题
即开票的市场表现来看，其在拓新
引流方面已经实现了自身价值，进
一步完善了体彩即开票产品布局，
补上了一块短板。 （丰佳佳）

规则简单 拓展新群体
“一蹴而就” 凭借足球主题及

精美的票面设计赢得了众多球迷
的青睐，更因其简单的游戏规则实
现了拓展年轻客户群体的目标，在
商业综合体渠道的表现超过预期。

分析“一蹴而就”走俏的原因，
首先，与同步开展的双重好礼活动
有一定关系。由于体彩形象店的定

位是展示体育彩票整体形象，一般
情况下，不会专门为某一款彩票铺
设宣传物料，“一蹴而就”上市时也
没搞特殊，但双重双礼活动给了销
售员更多推介新票的机会。

其次，“一蹴而就”能够有效拓
展新客户， 得益于游戏规则简单。
玩法简单，是体彩即开票最大的特

色。 不过，为了提升购彩者的购彩
体验，体彩即开票在游戏设计上花
了很多心思，比如闯关中奖、同号
中奖、 特殊字符中奖等。“一蹴而
就”足球主题即开票的游戏设计堪
称返朴归真———回到体彩即开票
诞生之初的“原始状态”，刮开中奖
区，立即知道中奖还是没中奖。

“一蹴而就” 为球迷而来
近年来，体彩即开票的主题越

来越丰富， 几乎成了“城市明信
片”。虽然“兼职”的路越走越广，但
作为中国体育彩票的游戏品种，体
彩即开票每年都会推出几款体育

主题票，以回馈广大体育爱好者。
鱼跃冲顶、倒挂金钩、凌空抽

射……看到这些熟悉的足球术
语， 那些绿茵场上的经典瞬间立
即出现在球迷的脑海中。“一蹴而

就”以足球为主题，既体现了进球时
刻激情燃爆的状态，又寓意“一刮即
开”的玩法特色；既能满足热衷即开
票的购彩者， 又能激发目标受众的
购买热情。

在球迷的千呼万唤中，以“唤燃亿心”为主题的中超联赛新赛季拉开帷幕。 中超联赛重启，体
彩实体店里涌入大批球迷，除竞彩游戏外，足球主题即开票也成了大家青睐的“看球伴侣”。

高考、中考结束，孩子们终于
可以松口气、撒撒欢了。 面对孩子
们提出的“放松放松”的要求，家
长们大多会予以满足。 体彩温馨
提醒：彩票投注站，是一个不适合
孩子们放松的场所。

如今，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彩
票投注站随处可见， 很多人在闲
暇之余喜欢到彩票投注站买上几
张彩票，收获幸运的同时，也为公
益事业贡献一份力量。 然而，个别
彩票投注店里发现了一些原本不
该出现的身影———未成年人。 有
些家长喜欢把钱和自己选定的号
码交给孩子， 让孩子到彩票投注
站替自己买彩票； 有些家长认为
孩子的运气比自己好， 让孩子帮
自己选择号码或刮奖。 面对这种
情况， 绝大多数售彩者能够坚持
原则，不向未成年人售彩，但也有
个别售彩者默认了这种做法。

《国家彩票管理条例第四十
一条》 明确规定：“代销者向未成
年人销售彩票的，由民政部门、体
育行政部门责令改正， 并处 2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罚款； 有违法
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

河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在
代销合同中明确规定“禁止向未
成年人销售彩票及兑奖”，并印发

警示标语、警示海报等宣传品，在
彩票投注站进行张贴宣传。

体彩温馨提醒：一、未成年人
心理智力尚未成熟， 人生观和价
值观尚未健全， 难以抵制博彩的
诱惑， 容易成瘾和造成价值观扭
曲， 对其以后的成长非常不利；
二、 喜欢购买彩票的家长不要向
孩子宣讲彩票， 要帮助孩子从小
树立拼搏奋斗、 干事创业的财富
观念，远离不劳而获、一夜暴富的
思想； 三、《彩票管理条例实施细
则》中明确规定，彩票发行机构、

彩票销售机构、彩票代销者在难以
判断彩票购买者或者兑奖者是否
为未成年人的情况下，可以要求彩
票购买者或者兑奖者出示能够证
明其年龄的有效身份证件。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
国强”，未成年人是国家的希望，也
是我们每个家庭的希望，国家为了
保护未成年人制定了相关法律法
规，家长和彩票代销者都要严格遵
守这些法律法规，不让孩子们走进
彩票投注站，不面向未成年人销售
彩票及兑奖。 （张一兵）

7 月 27 日， 体彩大乐透第 20068 期开奖，
前区开出中奖号码 15、20、23、26、33，后区开出
中奖号码 02、08。 本期体彩大乐透全国销量
2.75 亿元，筹集彩票公益金 9925 万元。

本期体彩大乐透， 全国开出 5 注一等奖。
其中 1 注 1800 万元（含 800 万元追加奖金）追
加投注一等奖， 花落浙江温州；4 注 1000 万元
基本投注一等奖，浙江杭州中出 2 注，河北唐
山和江苏南京各中出 1 注。

本期体彩大乐透， 二等奖中出 110 注，单
注奖金 11.08 万元， 其中 27 注为追加投注，每
注多得奖金 8.86 万元； 三等奖中出 198 注，单
注奖金 10000 元；四等奖中出 996 注，单注奖
金 3000 元； 五等奖中出 16996 注， 单注奖金
300 元； 六等奖中出 26833 注， 单注奖金 200
元；七等奖中出 38163 注，单注奖金 100 元。 八
等奖中出 755098 注，单注奖金 15 元。

本期开奖结束后，9.63 亿元滚存至 7 月 29
日（周三）开奖的第 20069 期。 （张慧慈）

开奖公告

（以当日开奖公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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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超联赛重启

体彩助阵 热推“一蹴而就”即开票

“责任体彩”谈彩论责

禁止面向未成年人销售彩票

体彩大乐透第 20068 期

开出5 注一等奖

日前，人民日报客户端发布题为《点亮健康
中国，体彩公益金助力全民健身》新闻稿件，这
是继新华社宣传报道“发现身边的公益”优秀公
益金项目、《人民政协报》刊发《不忘初心，责任
为先，体彩为战“疫”助力为中国加油》、《人民日
报》刊发《体育彩票，不止助力体育》《责任体彩，
担当有我》公益海报之后，中国体育彩票再一次
被权威媒体点赞。

“走走走，运动打卡去！ ”在第 12个“全民健
身日”到来之际，中国体育彩票充分发挥公益属
性，进一步将体彩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依托体
彩实体店及体彩公益金资助的指定健身路径、
运动场馆等， 在全国范围内发起“点亮健康中
国”活动，再掀全民健身热潮。

慢跑、跳绳、踢毽子、颠球、练瑜伽、掷飞镖
等各式各样有趣、好玩的运动，任你挑、任你选，
在活动现场，欢呼声、呐喊声、助威声此起彼伏。
买彩票、做运动、打卡运动照，成为全国各地的
健身新时尚，大家在“点亮健康中国”活动中一
边赢取好礼遇见惊喜， 一边运动打卡为健康加
码，为“点亮”自己所在的城市贡献一份力量。 届
时，被点亮的“健康中国地图”将以手绘地图形
式， 生动呈现彰显每座城市文化魅力和个性色
彩的全民健身活动正在“有趣”“有料”地不断为
健康加码。 （阿民）

人民日报

为公益体彩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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