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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记者 孙俊毅

记者获悉，9月 7日至 10 月

11 日，面值 5元“中中中”、面值

10 元“挖金矿”、面值 20 元“7

彩宝石”3 款主题即开票将现身

全国各地体彩实体店。

本次活动中的“7彩宝石”

和“挖金矿”，传承了体彩即开票

“财富类”经典主题，设计风格时

尚，符合年轻人喜好，而“中中

中”则是一款情感祝福类主题的

即开票，承载着体彩即开票对广

大购彩者的美好祝福。

“7彩宝石”共有 7个票面，

分别选用“红宝石、祖母绿、火欧

珀、黄钻、碧玺、蓝宝石、紫水晶”

7 种宝石作为展示形象。“红宝

石”为爱情、“祖母绿”为仁爱、

“火欧珀”为热情、“黄钻”为财

富、“碧玺”为平安、“蓝宝石”为

青春、“紫水晶”为幸福。

“7彩宝石”游戏规则非常

简单，刮开覆盖膜，如果出现宝石

标志，即中得该标志下方所示的

金额；如果出现顶呱刮标志，即中

得该标志下方所示金额的两倍；

如果出现 7 标志，即中得该标志

下方所示金额的 7 倍，中奖奖金

兼中兼得。面值 20 元的“7 彩宝

石”，最高奖金高达 100万。

除了以上惊喜，在本次活动

中，购彩者在全国任意体彩实体

店购买面值 20 元“7彩宝石”即

开票，若刮出“光芒”符号，中奖

者在完成奖金兑付后（如有），刮

开保安区覆盖膜，通过“中国体

育彩票”微信小程序或“中国体

育彩票”APP扫描票面保安区二

维码，即可按提示兑换 500 元的

苏宁卡 1 张。奖品共计 20000

张，如 10 月 11 日 23：59：59 前

奖品派送完毕，则活动提前结

束。

即开票融入趣味游戏？这款

“挖金矿”即开票立足“黄金矿

工”经典寻宝游戏，借鉴“十倍幸

运”经典玩法，设置掘金惊喜，财

富感满满。票面上，一位兴高采烈

的矿工，拿着镢头，站在半山腰，

对着金光闪闪的金子，竖起大拇

指点赞，其脸上的喜悦神情展现

着游戏的趣味性，体验感极强。

面值 10 元的 “挖金矿”最

高奖金 5 万元，中奖率高达

57.55%，中奖率过半。并且游戏

规则极其简单，刮开覆盖膜，在任

意一场游戏中，如果你的幸运号

码中任意一个号码与游戏中的号

码之一相同，即中得该场游戏下

方所示的金额；如果出现金砖标

志，即中得 100 元，中奖奖金兼

中兼得。

在本次活动中，购彩者在全

国任意体彩实体店购买面值 10

元“挖金矿”，若刮出“光芒”符

号，中奖者在完成奖金兑付后

（如有），刮开保安区覆盖膜，通

过“中国体育彩票”微信小程序

或“中国体育彩票”APP 扫描票

面保安区二维码，即可按提示兑

换 200 元的苏宁卡 1 张。奖品共

计 25000 张，如 10 月 11 日 23：

59：59 前奖品派送完毕，则活动

提前结束。

“中中中”不论是主题名称，

还是票面设计，都直截了当，票面

上，由金色和红色搭配而成的三

个“中”字，质感错落有致，极具

财富感。

面值 5 元的“中中中”最高

奖金 5 万 元 ，中 奖 率 高 达

40.26%。游戏规则也十分简单，

刮开覆盖膜，如果出现金额标志，

即中得该金额；如果出现“中”标

志，即中得 10 元，中奖奖金兼中

兼得。

在本次活动中，购彩者在全

国任意体彩实体店购买 5元“中

中中”，若刮出“光芒”符号，中

奖者在完成奖金兑付后 （如

有），刮开保安区覆盖膜，通过

“中国体育彩票”微信小程序或

“中国体育彩票”APP 扫描票面

保安区二维码，即可按提示兑换

100 元的苏宁卡 1 张。奖品共计

50000 张，如 10 月 11 日 23：

59：59 前奖品派送完毕，则活动

提前结束。

晨报记者 甘 慧

输富力、平建业、不敌恒大，最近

连续 3场不胜，申花更换外援已是刻

不容缓。从目前的情况看，当初以第 5

外援身份回归申花的马丁斯，很有可

能被替换。

按照足协目前的规定，2020 赛季

中超球队单赛季最多可累计注册 7

名外援，最多可同时注册 6 名外援，

比赛最多报名 5位外援，同时上场 4

名外援。由于年初申花已为伊哈洛办

理过注册手续，因而算上目前在队中

的莫雷诺、沙拉维、金信煜、姆比亚和

马丁斯，申花本赛季的外援注册人数

已达 6人，仅剩下一个外援名额。而

且如果引进新的外援，申花需要替换

掉一名目前报名的外援。

金信煜伤停，沙拉维回意大利国

家队参加欧国联，在球队仅剩 3 名外

援的情况下，马丁斯并没有进入上轮

与恒大比赛的大名单。赛前一天的训

练，马丁斯也没有参加。从这些迹象可

以看出，马丁斯被替换的可能性很大，

有可能进入到离队倒计时。

伊哈洛租借至曼联后，马丁斯以

第 5外援的身份来到队中。当初的考

虑是马丁斯曾在队中效力过，与莫雷

诺、曹赟定等都比较熟

悉，可以缩短磨合

期。同时马丁斯是

自由身加盟，无需

转会费。

但是在金信煜

受伤，沙拉维回国家

队的情况下，第 5 外

援成为了要挑大梁的

角色。而大伤之后的马

丁斯，明显已是廉颇老

矣，他最大的特色爆发力、

速度已经不在，在场上更多

的是依靠自身经验回中场拿

球、做球。已经进行的 8场比

赛，马丁斯仅出场 4 次，两次首

发，场均上场时间为 40 分钟，没有

进球，也没有助攻。

申花的引援工作已经启动，崔康

熙也有了比较看好的队员，不过考虑

到外援来到中国还需要进行 14 天的

隔离观察，申花新

外援要赶上联赛第

一阶段的比赛有点

困难。

3?主题即开票
即将上市

“7彩宝石、挖金矿、中中中”各有特色

申花引援工作已经启动

难挑大梁，马丁斯或将被替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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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记者 俞 炯

在昨晚中超第八轮 B 组的一场

比赛中，上海上港 4∶1 大胜天津泰达。

队中的外援攻击线发挥出色，尤其是

艾哈迈多夫和奥斯卡，两人联手贡献

了两个进球和三次助攻。

本场比赛，上港队排出了和上轮

完全一样的首发阵容，那场比赛上港

队用 433 的阵型 3∶0 大胜重庆当代。

新援于睿和 U23 球员魏震还是搭档

中卫；中场和奥斯卡、艾哈迈多夫配合

的是杨世元；锋线上本土前锋吕文君

加阿瑙托维奇和胡尔克。

开场后，433 阵型的上港队在边

路依旧打得风生水起，频频撕开天津

泰达的防线，威胁到对手的球门。开场

仅 15 分钟，泰达外援前锋乔纳森就

因伤下场，这也让上海上港和天津泰

达的中超 B组“首尾大战”彻底失去

悬念。攻击力立减的天津泰达上半场

就被上港队打入两球，第 29 分钟，奥

斯卡角球直接开到禁区外围，无人盯

防的艾哈迈多夫远射破门。在英超布

莱顿踢球的澳大利亚国脚穆伊已经抵

达上海，这个消息也许是刺激到了和

他同为亚洲外援的艾哈迈多夫。乌兹

别克斯坦国家队队长不但打入球队第

一个进球，还在第 45 分钟助攻胡尔

克再下一城。尽管泰达在半场结束前

获得过一个点球，但被国门颜骏凌化

解。

下半场，奥斯卡第二次角球助攻，

阿瑙托维奇高高跃起，大力头球破门。

值得一提的是，上港队本赛季打进的

20个球里有 7个是通过前场定位球，

效率高到出奇。

和艾哈迈多夫一样，奥斯卡本场

比赛同样格外出彩，除了助攻两个角

球之外，他还再造了对方一个点球，并

且自己主罚命中，打入了上港队本场

比赛的第四个进球。奥斯卡赛后透

露，他能够两次帮助队友角球破门都

是来自阿瑙托维奇的“提醒”，“第一

个角球，阿瑙提醒我艾哈迈多夫在禁

区外没有人看防；第二个角球，阿瑙

示意我他要用跑位来顶这个球。平时

我们训练中就有很多这样的配合，当

然也是临场发挥得好。”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本场比赛的

第 82 分钟，上港队阵中的 16 岁前锋

贾博琰替换阿瑙托维奇出场。他成为

了上港俱乐部历史上中超出场年龄最

小的球员。16 岁零 275 天，贾博琰在

整个中超历史最年轻的出场纪录上排

在第三位。

作为上港俱乐部 03 梯队的队

长，贾博琰在青年队比赛中一直有着

出色的表现，他也是国青队的常客。

去年底，贾博琰跟随上港青训梯

队去西班牙拉练期间，还和刘祝润一

起参加了西甲西班牙人俱乐部的试

训，并身穿西班牙人青年队球衣踢了

半场热身赛。

火力全开都给力
三分到手很轻松

上海上港 4∶1天津泰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