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亚冠、欧冠、世界杯强势来袭

“三冠齐下”助你玩“赚”竞彩普及日
亚冠：中韩捉对厮杀

亚冠赛场上，上海双雄将同天出战。上
海上港方面，上港此前坐镇主场面对蔚山现
代，尽管奥斯卡发挥神勇，但还是遗憾地被对
手2-2逼平。中超赛场上，上港两轮全胜且
攻入10球，可怕的进攻火力和高效的进球效
率让上港成为全亚洲首屈一指的球队，本场
上港很有可能反客为主带走三分。从中国竞
彩网开出的赔率上看，上港客胜的赔率为

“胜、平、负”三项中最低，上港客胜可期。
上海申花方面，本赛季，申花受困于大面

积伤病，为了即将到来的亚冠，上轮中超联
赛，申花轮换了多名球员。不过比赛中申花
创造的机会并不少，相比于上赛季中期那支
经常“崩盘”的申花，现在的申花已经具备了
打硬仗的能力。与此同时，申花主场作战，有
望争胜。

由于有中超队伍出战，加上观赛时间的
便利性会更好，彩民可多多关注亚冠赛事。

欧冠：西甲英超大混战
本周的欧冠赛场上，西甲和英超的大混

战无疑最引人注目，一方是巴萨大战切尔西，

另一方是曼联死磕塞维利亚。对于巴萨而
言，面对切尔西这个绝对苦主已没有退路。
首回合做客伦敦，巴萨场面被动但1-1全身
而退，尽管本场比赛是主场作战，巴萨仍然难
言能轻松晋级，甚至还有着被淘汰出局的可

能。
而对于红魔而言，首回合依靠门神德赫

亚的神勇扑救两队战成0-0，形势上曼联只
要主场赢球就能晋级，在2013-14赛季之后
首次入围欧冠8强。不过对手近些年欧战经
验比红魔球员还丰富，曼联不能大意，从一开
始就要做好鏖战的心理准备。

这两场比赛，对阵双方实力相近，战意十
足，技术派彩民不妨关注一下。

世界杯：冠军、冠亚军玩法受追捧
虽然距离世界杯开赛还有90多天，但关

于冠军的归属，相信很多球迷心中已经有了
自己答案。自从本月3月6日起，竞彩便正式
开售本届杯赛冠军、冠亚军竞猜玩法，这对于
广大竞彩迷和球迷来说，无疑是个天大的利
好消息，不仅能提前感受到足球盛宴的欢乐
氛围；同时越早投注，还有机会收获更高的奖
金。以前年的欧洲杯黑马——冰岛为例，中
国竞彩网上目前开出的冰岛夺冠赔率为1赔
250，换言之，投入一万元买冰岛队夺冠，一
旦中奖，你将斩获250万元！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世界杯年”让我们
一起期待足球盛宴的到来，让竞猜游戏的快
乐成为我们践行公益事业的力量。

3月初启动的“竞彩普及日”活动，增加
了“胜平负”玩法单固竞猜场次，并上调了固
定奖金，降低玩法难度的同时加大回馈彩民
的力度。彩民在热情参与投注的同时，应熟
练掌握竞彩玩法的投注技巧，这样便可达到
事半功倍的效果。

低关倍投：中奖容易，返奖率高
低关倍投一直是竞彩的主流玩法。低关

倍投，尤其是“2串1”玩法，是获取稳定收益
的最佳选择。较少场次的选择既减小了竞猜
的难度，又大大提高了中奖几率，彩民能较容
易地拿到奖金。彩民使用“2串1”时，可以选
择固定奖金低、较稳的场次。可根据固定奖
金和自己的资金实力，决定投注的倍数，实现
奖金的“飞跃”。

多串容错：降低风险，回报可观

“M串N”以容错、防冷的特点成为彩民
投注的另一大“杀器”。容错投注最大的优势
就在于避免了因为错一场而导致满盘皆输的
发生。“M串N”有几十种固定组合，这些组合
有的倾向于多关投注，赢取更多奖金；有的倾
向于少关投注、降低风险；也有的组合是将
M场赛事的排列组合方式一网打尽，大小奖
项一并收入囊中。

自由过关：灵活多变，奖金再升

采用“自由过关”，彩民可以更加灵活地
在各种玩法及比赛场次之间做出选择，串关
的风险也降低不少。而随着“竞彩普及日”的
推出，在彩民更加容易选择“胆材”比赛的同
时，“自由过关”的中奖奖金也会相应提高。
可以说，在“竞彩普及日”活动期间，“自由过
关”的投注方式，能让彩民提高中奖率，同时
也提高中奖奖金。

三个你必须知道的竞彩投注技巧

今晚，亚冠小组赛第四轮小组赛继
续进行，中超BIG4上海上港和上海申
花将率先出战，对阵来自韩国的两支队
伍，中韩PK的结果令人期待。与此同
时，欧冠也将全面回归，巴塞罗那再战
切尔西，曼联迎战塞维利亚，西甲和英
超的大战一触即发。此外，世界杯冠
军、冠亚军玩法也已火爆开售，各位竞
彩迷们，你们准备好竞彩彩票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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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阅读下载慢新闻APP

晚报抗癌互助会邀你参加让生活 下来慢

重庆晚报讯 （记者 李卓然）鲁能泰
山杯2018美丽乡村四季跑首站昨天在江
津区现代农业园区启动，本月31日正式鸣
枪开跑。

赛事组委会介绍，作为重庆第一次跨

越四季、面向乡村的系列跑步活动，也是
重庆贯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立全新
城乡关系，促进体育、旅游融合发展的探
索实践。

美丽乡村四季跑首站赛道设在江津区

美丽乡村生态农业园区中，园区遍布盛开
的油菜花、湖泊、梯田、草坪、农家小舍，定
会带给选手不一样的运动体验。

比赛设置了10公里马拉松和亲子迷
你马拉松，现已正式启动选手招募，跑友可

通过“我要赛”等平台进行报名。
重庆晚报记者了解到，2018美丽乡村

四季跑计划在全年选择重庆特色美丽乡村
举办 10 至 20 站，预计每站参赛人数为
1000至2000人，并根据当地乡村特色定制
跑步主题，包含变装欢乐跑、越野跑、定向
穿越、亲子跑、荧光彩色跑等。除了在乡野
田间奔跑，参赛者和观众还能在赛道旁进
行农耕体验，参与采茶、摘果等活动，赛场
附近还会有土货农产品展销等特色元素。

美丽乡村四季跑请你报名

重庆晚报讯 （记者 陈旎）随着广
大市民生活水平提高，消费升级加快，越
来越多人对分期贷款的消费方式十分熟
悉。通过分期购买手机、家电、家具等日
常耐用生活产品已成为现在主流消费方
式之一。

经走访发现，大多数市民对于什么
是消费金融、如何巧用消费金融提升生
活品质，以及在使用分期贷款进行消费
的过程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了解却并
不深入。为了增进广大市民对消费金融
的了解，充分利用金融工具为我们的日
常消费带来便利，作为消费金融行业中
的领先企业——捷信消费金融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捷信”），将携手金融专家于
3月 21日下午，举办一场以消费金融知
识普及为主要内容的金融知识教育普及
活动。

捷信近些年来一直致力于消费金融普
及教育活动，本次活动是其“金融蒲公英”
金融知识普及教育系列活动之一，也是该
系列主题金融知识普及活动在渝举办的首
场活动。在本次活动中，捷信将邀请金融

领域的专家为广大市民进行金融知识分
享，帮助市民了解基本消费金融知识。专
家会通过将基本金融知识与具体案例结合
在一起的方式，结合理论知识与实操方法，
深入浅出地为市民讲解学习如何正确使用
金融产品。

作为中国银监会批准设立的首批四家
试点消费金融公司之一，捷信一直致力于
为消费者提供安全、便捷、负责任的消费金
融服务。长期以来，捷信还致力于向社会
各界普及消费金融常识，塑造健康的消费
金融行业生态。未来，捷信将继续专注于
提高民众的金融知识水平，通过金融知识
教育普及系列活动等公益方式，为提高民
众金融素质及稳定国内金融环境贡献一份
力量。

活动主题：巧用消费金融 助力提高
生活品质

活动时间：2018年3月21日下午2：30
活动地点：重庆新闻传媒中心18楼
活动当日到场参加的市民将获得精美

礼品一份，欢迎市民积极参与。报名参与
热线：023-63907584。

捷信“金融蒲公英”金融知识教育普及活动邀您参加

重庆晚报讯 （记者 易守华）怎么
辨别菜市场用的秤准不准？外观制作精
良的皮衣、皮包是不是人造皮革？高价
购买的珠宝、黄金白银是否货真价实
……明天上午，重庆市质监局和重报都
市传媒联合举办的“品质生活 质监护
航”活动将走进杨家坪华润万象城，并邀
请吕氏打假法创始人、全国知名打假专
家吕长富及其工作团队到现场，教市民
打假绝招。

明天上午10：00-12：00，吕长富将带
领30多人的高科技打假团队，来到位于杨
家坪华润万象城南区的城市广场，为你传
授火眼金睛绝技。据了解，吕长富曾获得
2012年度中国正义人物、2012年度感动重
庆十大人物，曾任市质监局副局长、教授级
工程师。20多年来，他发明了200多种快
速检测打假法，并将其中的绝大部分公诸

于众，被称为“吕氏打假法”。
在明天的活动现场，吕长富将率领长

度、力学、衡器、流量、电学电子、温度、化
工、材料、轻工、电气、珠宝、皮革等12个中
心的检测专家，以及市特种设备检测院、市
纤检局，包括金质学校和九龙坡区质监局
的专家团队，为市民朋友提供与生活息息
相关的物品的检测。

专家团队将教你辨别真假珠宝、黄金、
白银、电暖手宝、钢化玻璃、PPR管、电子
秤、皮革、不锈钢、水表、电表等，还可以现
场检验一下你用的血压计、体温计、眼镜
（包括老花镜、太阳镜）是否精准，让你在生
活中用最简单的方法识别假冒伪劣产品，
提高生活质量。市民朋友可带上相关产品
来到现场，请专家帮忙快速鉴定。

此次现场活动的举办地——重庆华润
万象城，位于九龙坡区杨家坪商圈（谢家湾
正街55号），市民朋友乘坐轨道交通二号
线，在谢家湾站下即可。欢迎市民朋友届
时来万象城参加现场活动。

明天到杨家坪华润万象城
打假专家现场教你识假辨假

5125941530.51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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