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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足彩 送精彩”活动今天起正式开启

买体彩足彩 百万好礼免费拿

4月27日，由重庆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重
磅推出的“体彩创业课堂”首期学员已顺利毕
业。第一期培训近50名学员报名参加，已有5
名学员顺利建成体彩店，成为了体彩大家庭的
一员。“体彩创业课堂”在市民口中形成热点话
题，许多市民争相打进热线电话表达想要开体
彩店的强烈愿望。

据了解，“体彩创业课堂”的推出旨在为市
民打造一个免费的创业平台，只要通过“体彩创
业课堂”培训并考核合格的学员，均有机会获得
高额补贴在重庆市各繁华路段开设体彩店。

即日起，想要参加第二期“体彩创业课堂”
的市民可报名参与免费培训，预计本期培训将
招收50名学员，名额有限，报满即止。

据重庆体彩工作人员介绍，只要通过“体
彩创业课堂”培训考核合格的学员，新建体彩
店经市体彩中心验收合格后，均可享受含房
租、店面形象包装、开业宣传等合计最高1.9万
元补贴。

◆报名须知：
一、开课时间、地点
开课时间为 6 月 2 日（周日）9:00—17:00，

开课地点另行通知。
二、报名条件
（一）年龄18-45周岁。

（二）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个人或具
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单位。

（三）近五年内无刑事处罚记录和不良商
业信用记录。

（四）无国家体彩中心或市体彩中心规定
的其它禁入情形。

三、学员报名方式
（一）电话报名
1、拨打报名电话95086。
2、接线工作人员记录姓名、身份证号码、

学历、联系号码（手机）等个人信息。
3、接线工作人员当场确定报名成功。
（二）网络报名
1、进入重庆体彩网 http://www.cqlottery.

gov.cn。
2、点击“网点申办”版块或“体彩创业课堂

报名入口”浮窗，进入报名页面。
3、填写姓名、身份证号码、学历、联系号码

（手机）等个人信息，点击提交完成报名。

“体彩创业课堂”第二期报名火热开启
开店最高补贴1.9万元

一颗燥动的心无处安放？空有出奇的脑
洞没人赏识？现在，给你“舞台”，有才“抖”出
来，还有万元现金奖等你赢！

目前，由市体彩中心主办的“公益体彩 我
抖我彩”全民抖音大赛正在火热进行中！不
论你是街舞达人、运镜高手或是刚玩抖音的小
白，都可以参加本次比赛。浪漫、甜蜜、搞怪、
无厘头······视频风格全由你一手掌控，还在
等什么，一起来嗨！

一、参赛时间
2019年4月1日——2019年6月30日
二、参赛要求

1.参赛作品时长：15秒或30秒
2.参赛作品要求：
①拍摄的抖音视频中必须包含体育彩票

元素（包括品牌）、玩法或公益宣传因素（可三
者皆有，也可三选一）；

②参与者可DIY各种创意并为其配背景
音乐和特效，风格不限，可结合表演才艺，也可
逗比酷炫情景show，有趣好玩亦可；

③视频必须原创视频或经授权的原创作
品，对因视频产生的相关纠纷由参赛者本人承
担；

④视频画面要求清晰稳定，色彩自然，无

明显背景噪音，可配背景音乐，解说声与背景
音乐相匹配。内容思想积极向上，观点正确，
逻辑严谨，角度新颖，鼓励各种形式的创新。

三、参赛方式
1. 通过“抖音短视频”APP录制视频作品；
2. 在抖音平台发布视频，并注明统一标题

“公益体彩·我抖我彩”重庆体彩主题抖音大
赛；

3.关注“重庆彩市”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
中填写并发送参赛者信息，具体形式为“公益
体彩 我抖我彩 +参赛者姓名、电话、抖音ID、
参赛视频链接”，如未按要求提交，则视为无效

信息。
四、奖项设置
活动结束后，市体彩中心将根据市民所提

交参赛抖音视频的点击
量进行综合评奖，活动
共设置：

1.一等奖1名，奖金
为2000元；

2. 二等奖 10 名，奖
金为每名500元；

3.三等奖200名，奖
金为每名200元。

拍体彩抖音 赢万元现金奖

扫码关注“重庆彩市”
微信公众号即刻参赛

买就送 千万大奖免费拿
众所周知，足彩在不派奖的情况下，单

注封顶大奖为500万元。不过现在买足
彩，市民将有机会拿下千万级大奖。5月
15日—6月 15日，“买足彩 送大乐透彩
票”活动惊喜来袭，凡购买指定金额的体彩
足彩，即可获赠体彩大乐透彩票，一举拿下
千万大奖。

据市体彩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买足彩
送大乐透”活动针对的是体彩足彩胜负游戏
（以下简称“14场游戏”）和体彩足彩胜负游戏
任选9场游戏（以下简称“任9游戏”）。活动期
间，凡在我市体彩销售网点购买14场游戏，单
票金额达1024元（含），即可获100元大乐透
彩票。凡在我市体彩销售网点购买任9游戏，
单票金额达256元（含），即可获10元大乐透
彩票；单票金额达512元（含），即可获30元大
乐透彩票；单票金额达1024元（含），即可获
100元大乐透彩票。

据了解，本次活动派送的大乐透彩票派完
即止，市民朋友可先买先得。值得一提的是，
针对本次活动，每一张符合条件的彩票即有一
次获得赠票的机会，市民多买就能收获更多免
费好礼。

来挑战 现金大奖等你赢
红单不断，信心满满，无人知晓？足彩玩

法，样样精通，少有人知？高手们，是时候表演
真正的技术了！

今天起，“足彩实单擂台赛”也将正式开
启。据了解，“足彩实单擂台赛”将从中国体育
彩票传统足彩第19069期开始至19078期结
束，共10期。擂台赛期间市民可在市体彩中
心指定网点报名，以网点为单位参与活动。购
买14场游戏与任9游戏均可。提醒大家的是，
14场游戏单票投注金额需在384元至1024元
之间，任9游戏单票投注金额需在128元至
512元之间，单票金额超过限定范围无效。每

个网点每期只能发起一个14场游戏方案或一
个任9游戏方案。

擂台赛按照积分进行排名。14场游戏每
命中一场积1分，命中一等奖积50分，命中二
等奖积30分。任9游戏每命中一场积1分，命
中9场积30分。每期开奖后统计擂台排名，给
予当期擂台榜前10名奖励。第1名至第2名

获得 3000 元奖励；第 3 名至第 6 名各获得
1500元奖励；第7名至第10名各获得1000元
奖励。此外，活动最后一期结束后，将每期擂
台榜积分相加，总分第1名至第5名的网点也
将获得奖励，每名奖励10000元。

小提示：欲了解更多活动详情，请进全市
各体彩店咨询。

今天起买体彩足彩，分百万好礼啦！据悉，为回馈广
大市民对中国体育彩票足球游戏的支持，市体彩中心将
于今天起推出“玩足彩 送精彩”系列活动。该活动包含

“买足彩 送大乐透”和“足彩实单擂台赛”两个子活动。广
大市民朋友均可参与活动，免费瓜分百万好礼。

第19069期足彩实单擂台赛参赛网点名单及地址
网点地址

渝中区大坪彭家花园13号附6号
江北区红石路313号附9号
江北区兴竹路119号附4号
江北区大石坝东原D7二期6栋1-商铺11号门面
江北区观音桥街道春晖社区流金家园3-3号
沙坪坝区天星桥晒光坪38-8
九龙坡区西郊支路12号恒大绿洲114号
九龙坡区华庆路24号附4号
大渡口区双龙路2号附85号
南岸区康德国会山18栋1-2
北碚区两江名居同华路104号
渝北区翠湖路215号
渝北区两路龙兴街道111号
巴南区红光大道33号附4号
万盛经开区万盛街道体育路58号
永川区帝琴花园后门
江津区南安街158号
合川区瑞山西路一期4号
璧山区金剑路494号
大足区棠香街道办事处北环东段19号
荣昌区昌元街道桂花园街119号
潼南区桂林街道办事处天庆佳华A2-11号
南川区计生委门口
丰都县三合镇河北步行街7-3
丰都县庙坡路85号附3号
垫江县桂溪镇明月1路200号
万州区渝东花园297号（13路公交车终点站）
梁平县依山郡15栋1单元1-6
开州区裕安街47号中心客运站旁
忠县红星大桥路七号
奉节县夔门之都6号
云阳县云江大道632号
巫山县高唐街9号
巫溪县马镇坝万通路1号附8号
城口县葛城街道南大街1号附1号
黔江区河滨路东段520号
彭水县汉葭街道北门街13号
酉阳县桃花源镇游泳馆底楼
秀山县319线老中和镇门面
石柱县南滨镇万寿大道98号附15号

网点号
01607
02034
02038
02641
02657
03648
04631
04652
05016
06201
07613
08622
08625
09614
10602
22034
23607
24605
25046
27018
28051
29625
33008
34010
34016
35028
37636
38618
39603
40613
41602
42601
43015
45019
46013
50601
51029
52605
53002
54608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体彩多一点

首期首期““体彩创业课堂体彩创业课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