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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成名欧洲杯每日奖品和参与方法
详见成都商报客户端

查勘到位及时：城区30分钟内，
违约赔偿100元。

赔款到账更快：轻微人伤24小时赔
付！5万元以内车损案件1日赔付；5万
以上3-5日赔付，违约赔偿20倍利息。

投保热线10108888
搜索并关注微信公众号CPIC-

SC，大量金币送不停！

太平洋车险
“限时理赔、违诺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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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和·御龙山位处成都东二环核
心，是香港信和集团打造的逾125万平
米综合性大盘。现加推10#景致宽邸，
拥近200米楼间距，超大赠送。80-160
㎡2-4房全系舒适产品，限时优惠，现
正排号中，交8千起抵3%。

贵宾专线：028-8321 8888
（成房预售字：10717号、10973号）

信和·御龙山
一跃惊人 舒居大成

现金奖总额高达 万元

天天赢

信和御龙山·一战成名欧洲杯

赢到底

天天都有礼包送 礼包总价值上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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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商报客户端
(扫描下图可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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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民窟的百万富翁
□体育部评论员 李博

“我来自一个名叫ghetto Rosengrd的
贫民窟，但我用自己的方式征服了瑞典”。
欧洲杯结束后，这样的一句告别很“伊
布”。对于瑞典，除了宜家的肉丸子和沃尔
沃汽车，与其他北欧国家一样的高福利同
样让外国人羡慕。但就是在这样一个国
家，伊布却在贫民窟长大，他与瑞典，原本
格格不入。

在伊布出生之前，他的父母就从巴尔
干地区逃难到了瑞典，他的父亲来自波斯
尼亚，母亲来自克罗地亚，而伊布却是瑞
典人。从小在贫民窟长大的他养成了争强
好胜、桀骜不驯的性格。因为足球，如今的
伊布身家早已不止百万。球场上的他，横
刀立马、骁勇无比，正所谓“马中赤兔、人
中伊布”，这位孤傲的瑞典球星被中国球
迷称为“大奉先”。

2004年欧洲杯，面对意大利的一记后
脚跟破门，奉先将军惊艳亮相；12年后，在
扩军到 24 支球队的欧洲杯上，瑞典却小
组出局。一球未进的伊布除了摇头和叹
息，手中的方天画戟早已不见。一届功利
无比，欣赏性极低的欧洲杯，伊布显得那
样突兀。在大巴战术扼杀了艺术足球之
后，浪漫的伊布走了，留下一句“有心杀
贼，无力回天”的感叹。

讨厌伊布的人讽刺他为“三姓家奴”，
与维埃里的“足球娼妓”比起来，这个绰号
并没有高雅多少。阿贾克斯、尤文、国米、
巴萨、AC米兰、“大巴黎”，无数豪门球队
都留下过他的脚印，但却没有哪里能够真
正留住他的芳心。天才总是拥有一颗骚动
的心，辗转一生的伊布没有欧冠冠军，没
有世界足球先生，但在这个时代，他却用
天才般的想象力，俘获了球迷的心。蝎子
摆尾、假动作连骗6人、凌空世界波、33米
倒钩，伊布满足了我们对于精彩进球的所
有想象。1 米 95 的身高原本应该与飘逸、
花哨这些词语无缘，但他却总是喜欢在轻
描淡写间惊呆大家的下巴。

在阿贾克斯，伊布铲伤队友范德法特
离队，在巴萨又和主帅瓜迪奥拉闹翻，甚
至在瑞典国家队，他还和老队长永贝里闹
翻。对很多人来说，伊布并不讨人喜欢，他
的朋友中，有同样桀骜的穆里尼奥、坏小
子卡萨诺、被法国球迷视作恶棍的马特拉
齐。在交朋友这件事上，伊布向来任性，就
像他在球场上，从无固定的一招一式，随
性而为，正因为如此，在入行时不少人都
讽刺他为踢野球的孩子。

吸毒的姐姐、酗酒的爸爸、藏赃被抓
的妈妈，伊布幼时的经历让他刻骨铭心，
超市行窃、偷自行车，这些事他小时候也
没少干。正是这样一位“坏孩子”，如今却
10次拿到瑞典足球先生的奖杯，征服了一
个国家。

一届让人昏昏欲睡的欧洲杯，缺少了
伊布的想象力，变得更加惨淡。在一场场
半场攻防的比赛中，有多少人会怀念起他
的那一脚“天外飞仙”，这样的球员，以后
恐怕再也不见。

新赛季，伊布注定还会流浪，只是以
后再也看不见他身穿这件黄色十字战袍
征战赛场。告别大巴黎时，他说道：“I
came like a king，left like a legend。”这
句话翻译成中文的大概意思是：“老子就
是大奉先，来时王者去时仙。”这句告别，
同样很“伊布”。

首届四川省
幼儿快乐动感操比赛开幕

昨日，来自四川省各地幼儿园的小
朋友们齐聚西南民族大学，参加首届四
川省幼儿快乐动感操比赛。他们的快乐、
活泼感染了现场观众和家长，让大家领
略了体操的魅力。

四川省幼儿快乐动感操比赛是由四
川省体操协会、四川省学生体育艺术协
会共同主办的针对幼儿的一项体育竞
赛。它的前身是四川省体育局青少年年
度竞赛计划的幼儿体育项目，承载了省
体育局对幼儿体育的希望。4 年来，四川
省幼儿体操比赛从最初的22支队伍，近
200人迅速发展为如今的74所幼儿园、96
支队伍，1100名幼儿的庞大参赛阵容。

幼儿快乐动感操是一项艺术与体育
完美结合的体育项目。在音乐的伴奏下，
孩子们完成一套完美的操化舞蹈。一套
完美的动作，既锻炼孩子的协调性，又锻
炼孩子的节奏感。精确的难度设计既符
合孩子的生长发育又能起到很好的锻炼
效果，因此也受到家长与孩子们的欢迎。
此次赛事的举办，就是为孩子们提供一
个展示自己的平台，给他们留下一个幼
儿时期完美的“体育回忆”。

成都商报记者 李博

除了上述两大利好之外，这次
欧洲杯竞彩销售的成绩不俗其实
和不少彩票网站、彩票APP大打擦
边球有很大关系！“实际上彩票一直
没有真正断网！”一位资深业内人士
昨日在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时
一语惊人，他表示：“其实大小、新老
彩票网站、APP都一直在用各种方
式在销售彩票，有的是打擦边球，有
的则是明目张胆。”而新浪彩通在欧
洲杯期间进行了一次统计，至少有
8家较大的网站在售卖彩票，而那
些没有声名的售票小网站恐怕在
20家以上。

业内人士告诉成都商报记
者：“大的彩票网站都有自己的白
名单，断网前的大客户都保留在
手上，这些大客户和过去的老用
户都是可以在这些大网站上买到
彩票，但新注册的用户则不会卖
给你，目前大部分彩票网站是用
这种方式在操作，而且都只是做，

不宣传。只不过他们现在也是在
线下的实体店出票了，因为各省
市彩票中心都不允许像以前那样
和彩票网站进行数据对接了。”

而现在还有一些网站和APP
在欧洲杯期间搞起了“彩票到家”
的代购活动，形式上与“京东到
家”的送货上门一样。名义上是在
网站或 APP 上投注后，会有人送
票上门，“但实际上很多都不会送
票的，谁没事干凌晨三点敲门给
你送票啊！中奖之后还是在网上
把奖金返给你，实际上和以前的
网购彩票是一个性质。”另外，还
有一些线下的实体店也在搞微信
群、微信公众号、qq群销售，客户通
过红包、转账等方式向店主下单。业
内人士对上述行为的总结为：“都是
违规的，但彩票中心也管不过来，像
线下实体店很多都在做微信群、qq
群下单，怎么封杀呢？现在彩票中心
主要对使用连接器、设备这类的进

行打击。”据“体育大生意”报道，体
彩中心和公安部正在监测偷偷售
彩的网站名单，目前有三家网站已
经被列入黑名单中，欧洲杯之后将
进行打击。

业内人士对成都商报记者表
示：“现在彩民最怕的就是遇到吃
票的网站，中奖之后又无法领到
奖金。彩票断网一年多了，一直都
没有解禁的动作，哪怕解禁后只
开放两三家大的互联网彩票网站
售票，也能让互联网彩民有个正
规的去处。一边是彩票网站无法
光明正大地售彩，都只能偷偷摸
摸搞小动作，另一边是欧洲杯期
间彩民旺盛的网络购彩需求，两
者不可调和的矛盾使得一些不正
规，甚至是骗子网站有了生存的
空间。所以要解决这些乱象，还是
要尽快发放互联网彩票销售的牌
照，希望这个过程不要越拖越
长。” 成都商报记者 姜山

本届欧洲杯是彩票本届欧洲杯是彩票““断网断网””政策出台后的首届足球大赛政策出台后的首届足球大赛

场均销量1个亿
揭秘欧洲杯竞彩销量坚挺背后的“售彩乱象”

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售彩方如何
违规打擦边球？

 向以前的大客户提
供“白名单”销售
 搞所谓的“彩票到
家”代购活动
 实体店搞微信群qq
群等帮客户下单

今日21：00 法国VS爱尔兰

明日00：00 德国VS斯洛伐克

明日03：00 匈牙利VS比利时

（三场1/8决赛均由CCTV5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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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法 国 欧
洲杯是此前高速增长
的互联网彩票被停售
整改之后的首次大
赛，原本外界担心竞
彩销售会因为彩票

“断网”而不尽如人
意，但欧洲杯小组赛
36场比赛，竞彩却交
出了37.5亿元的销量
成绩，场均1.041亿元
的销量接近于“断网”
前巴西世界杯小组赛
的场均销量。究其原
因，除了竞彩政策上
的一些利好之外，也
和互联网彩票销售从
未真正“断网”有关。

上有政策，下有
对策，新浪彩通就统
计欧洲杯期间有 30
家左右的大小网站在
售卖竞彩，有的是只
向断网前的大客户、
老用户提供“白名单”
销售；有的搞起“彩票
到家”的代购服务；还
有更多是线下实体店
通过微信群、qq群为
客户提供下单服务
……细究起来，上述
行为都是违规的，更
别说还存在一些浑水
摸鱼、有吃票行为的
小网站。彩民张小姐
就告诉成都商报记
者，欧洲杯期间她在
一款彩票 APP 上代
购竞彩，但对方只允
许奖金的 70%提现，
另外30%则只能用于
继续购彩，“我还是有
点担心最后能不能全
额提现。”一边是彩票
网站无法光明正大地
售彩，另一边是欧洲
杯期间彩民旺盛的网
络购彩需求，所以才
滋生了如此乱象。要
解决这个问题，只能
是尽快发放互联网彩
票销售的牌照，让彩
民能有一个正规的互
联网购彩渠道。

2015年3月，高速增长的互联
网彩票遭遇了国家财政部、民政部
和体育总局等机构联合发布的停
售整改要求，此后正规的体福彩购
买渠道只剩下实体彩票门店。在欧
洲杯已经进入1/8决赛之际，竞彩
的销售是否因为“断网”而出现巨
大的下滑呢？欧洲杯揭幕战东道主
法国与罗马尼亚一战的竞彩销售
额为4500万，确实不太理想。2014
年世界杯期间，48 场小组赛的竞
彩销量为59.27亿元，平均每场比
赛的销售为1.23亿。欧洲杯揭幕战
只卖了4500万。

不过在此之后欧洲杯彩票市
场热度逐渐被拉升起来，销量也
开始抬头。在小组赛第一轮结束
后，前12场欧洲杯比赛竞彩销量
达到5亿人民币，如果算上与欧洲
杯相关的串关玩法（就是将同期
进行的美洲杯、J 联赛、巴甲与欧
洲杯部分赛事进行串关），那么销
量已达到6个亿，平均每场比赛的
销量为5000万，虽然与世界杯小
组赛期间还无法比，但已超过外
界的预计。当时多家媒体都断言，
本届欧洲杯的竞彩销量应该能超
过40亿。

但实际上这个估计还是有点
保守。来自体彩中心的数据显示，6
月13日-6月19日这一周的竞猜销
量高达29.33亿元，当周环比增长
了111%，是2015年3月彩票“断网”
以来竞彩单周销量之最。而在欧洲
杯小组赛结束后，据《信息时报》报
道，从来自国家体彩中心方面的数
据显示，欧洲杯36场小组赛为竞彩
贡献了37.5亿元的销量，场均销量
达到1.041亿，已经接近世界杯小
组赛单场销量的水准。如果以这个
均值估算，本届欧洲杯的竞彩销量
或能达到53亿元。

欧洲杯36场小组赛竞彩场均销量过亿，接近世界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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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彩票“断网”后，欧洲杯竞彩
销量没有多大下滑的原因首先在
于彩民第一次在大赛中可以买到
单场固定奖，本届欧洲杯所有场次
也均开放“单固玩法”。所谓“单固玩
法”这是指对彩民在对一场比赛的
胜平负、让球胜平负进行投注时，中
奖赔率以彩民当时投注时显示的
赔率为准，这和欧洲博彩公司的规
则一致，而不再像以前一样中奖赔
率在投注时只是一个参考。

在过去的竞彩投注规则下，彩

民投注前并不知道自己中奖后的收
益是多少，因为体彩中心要根据当
场比赛购彩人数、总金额、获胜人数
等计算因素来计算收益，开奖后彩
民才知道究竟中了多少奖金。而“单
固玩法”的开放让大家能在投注前
就知道收益率，自然会在一定程度
上点燃彩民的热情。“单固玩法”是
在2014年底才上市的，巴西世界杯
并未赶上，所以本届欧洲杯成为了

“单固玩法”实行后的第一次大赛，
吸引彩民买账也不奇怪。

另外，体彩中心也规定在本
届欧洲杯的24个比赛日期间，竞
彩足球的销售截止时间延后到次
日凌晨3点，也就是最晚一场欧洲
杯比赛开始前。销售时间的延长
在一定程度上对销量起到了关键
的作用，因为很多“资深彩民”习
惯于根据临场赔率、信息的变化
在比赛开始前那一刻才进行投
注，以往竞彩销售截止时间的关
系，让这部分彩民或放弃，或流向
地下博彩。

为什么在彩票“断网”的情况下，欧洲杯竞彩还能取得几乎接近于世界杯的销售成绩呢？

“单固玩法”和延后销售时间两大利好刺激销量

至少有8家较大的网站还在悄悄违规售卖彩票

波兰队
率先挺进8强

瑞士5比6波兰
（常规时间1比1，加时赛0
比0，点球大战4比5）

彩票断网？
藕断丝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