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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清大乐透 1384万巨奖追踪

大奖福地实至名归

听人劝心如愿

彩友收获 11选 5奖金两万多

体彩大乐透 5亿大派奖第二
期袁 福建彩友便上演了中奖大爆
发的好戏袁喜揽大乐透第 170045
期一等奖遥 在 5亿元大派奖的助
力下袁奖金高达 1384万元遥 这注
千万大奖不偏不倚袁 命中位于福
清市龙山街道龙山路北 2号 渊龙
山车站对面冤 的 20955体彩投注
站袁这是大乐透五亿大派奖以来袁
福建首注千万元一等奖浴

发红包 享喜悦
4月 22 日袁大乐透 17045 期

开奖袁 在福清工作的莆田彩友在
20955投注站购买彩票时袁 凭借
一张 5注机选单式票擒获当期大
乐透一等奖袁 这让福清 野大奖福
地冶的称号更加名至实归遥该站点
销售员沈先生顿时成为福清彩市

同行眼中的风云人物遥 中奖彩友
领奖前袁 大家纷纷猜测是不是沈
先生本人袁这令他哭笑不得袁直言
道院野要是我中的就好了袁 红包少
不了你们的浴 冶话虽如此袁当晚开
奖后袁 沈先生得知是自家站点中
了大乐透一等奖袁 还是非常大方
地在 QQ群尧 微信群发了红包袁
以此分享喜悦袁 福清体彩同行纷
纷表示祝贺袁 并很快在各自投注
站的 LED 广告滚动屏上分享了
中奖喜讯遥

早营业 好运来
20955投注站虽不算在福清

销量名列前茅的站点袁 但销售员
沈先生坚持每天早晨 7 点半开
门袁 这样做是为了满足路过的上
班族和买菜的市民的购彩习惯袁

站点这样日复一日地坚持袁 不禁
让人佩服遥从 1384万元的中奖彩
票可以看出袁 出票时间是早上 7
点 55分袁当时没有几家投注站会
这么早开门营业遥 如果不是中奖
彩友长期坚持袁 以及沈先生一如
既往地每天提前营业袁 也许就会
与这注巨奖失之交臂遥由此可见袁
每注大奖或每份成功背后都离不

开野坚持冶二字遥
人气旺 财运旺
建站 9 年的福清 20955 投

注站除了这次幸运揽得 1384万
元巨奖外袁 幸运之神早已光顾
过遥 该站点曾中过 22选 5特等
奖 5万多元曰排列 3奖金 5万多
元曰 去年中得体彩大乐透 4垣2袁
由于进行了 40倍投注袁 奖金总

计 12万元曰 今年中过大乐透二
等奖 7万多元遥 另外袁千元奖更
是数不胜数袁 主要集中在 11选
5 和竞彩遥 这些大大小小的奖证
明了福清 20955 投注站是一家
名副其实的旺店袁经过 9 年的历
练与累积袁投注站终于厚积薄发
释放出巨大的能量袁千万巨奖神
奇降临遥

参与就有可能袁 大乐透 5亿
大派奖正在火热进行袁20955 投
注站已拿下福清 2017年首个千
万元大奖袁这不是终点袁而是今年
的开门红袁只要坚持购彩袁保持平
和心态袁幸运也许就属于您袁期待
福清站点能带来更多更大的惊
喜遥

（王承秋）

说起龙岩新罗九一南路公交
公司一号店面的 70870体彩投注
站袁 周边喜爱高频玩法的彩友无
不交口称赞袁因为最近几个月袁该
站连续中出多注 11选 5超值奖遥
4月 23日 11选 5第 17042321期
开奖袁该站点又产生一注任选五近
2.65万元超值奖金遥

龙岩 70870站的业主老苏经
营体彩站点多年袁 他对各种玩法
的走势分析具有一套独特的方
法袁特别是 11选 5遥 每当彩友走
进该站点时袁 他都能顺着彩友的

意愿袁 为他们提供分析和个人想
法遥

4月 23日中午袁彩友林先生
已购买多期 11 选 5袁 但均未中
奖袁老苏看在眼里袁急在心里遥 他
认真分析了当天 11选 5开出的
号码走势后袁将他对冷球尧热球尧
重球尧 和值等方面的考虑告诉了
林先生袁 并与他进行了热烈地讨
论袁 周围的彩友见状也纷纷给出
建议遥 林先生综合了各方面的意
见后袁 着重考虑了老苏给出 04尧
05尧10几个号码袁 对看好的几注

任选五各进行了 49倍投注遥果不
其然袁02尧04尧05尧09尧10 这注中奖
了袁老苏给出的号码全部命中袁那
张彩票让林先生中得近 2.65 万
元遥 林先生紧锁的眉头终于松开
了袁露出了满意的笑容袁并为老苏
点赞遥

老苏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是
野当局者迷袁旁观者清冶袁他建议彩
友理性购彩袁当多次投注不中时袁
切忌一意孤行袁一定要冷静袁也可
多听听旁人的投注意见遥

（周寅）

旺站悬条幅喜迎大乐透巨奖降临

顶呱刮再添新成员

夏季约会如“7”而至
春去夏来袁 好运如 野7冶而

至 遥 体彩顶呱刮又添新成员
野7冶袁单票面值 20 元袁每张彩票
多达 20 次中奖机会袁最高奖金
100 万元遥
新票 野7冶是一款数字类主

题即开型彩票袁 传统的找中奖
数字玩法简单易懂袁 刮开覆盖
膜袁如果出现野7冶的标志袁即中
得该标志下方所示的金额曰如
果出现野77冶的标志 袁即中得该
标志下方所示金额的两倍曰如
果出现野777冶标志袁即中得该标

志下方所示金额的 3 倍遥 中奖
奖金兼中兼得遥

新票野7冶票面设计清新袁主色
鲜明袁让人眼前一亮袁四个场景更
是寓意丰富遥 绿草茵茵票面寓意
着低碳尧绿色尧环保曰红色质感票
面寓意着公平尧诚信尧政治曰绿色
网球票面寓意着行动尧 运动尧健
康曰 红玫瑰票面寓意着信任尧爱
情尧幸福遥其中绿草 7采用收缩光
油特殊工艺袁有特殊触感袁独特体
验袁让彩友爱不释手遥 快来尝试
吧浴 （张海鸣）

力度大 方式新 奖励多

顶呱刮大派送即刻开始
进入 5月袁天气越来越热袁街

上的人也开始着短装袁 这与体彩
投注站内的火热气氛交相辉映遥

要问彩友最近喜欢什么袁那
无疑是派奖遥没错袁新一轮的顶呱
刮派送又要开始了袁 不妨让我们
一起来看看这次活动的规则遥

本次活动主题为院 顶呱刮大
派送袁5月如野7冶而至浴 这次活动
的时间为 2017 年 5 月 17 日至 6
月 13日袁 针对的活动票种为院在
福建省范围内授权销售的面额

20 元野7冶尧面额 10 元野7 乐无穷冶

共两款即开型体育彩票遥 凡购买
且单张彩票中奖金额累计为 30
元袁可额外获赠价值 10元任意即
开票曰 单张彩票中奖金额累计为
300元袁可额外获赠价值 100元任
意即开票曰 单张彩票中奖金额累
计为 5000 元袁 可额外获赠价值
5000元即开票曰 单张彩票中奖金
额累计为 7000元袁可额外获赠价
值 7000元即开票遥

这么大的力度袁 这么诱人的
奖励袁大家还等什么袁让我们一起
刮刮刮浴 （谢一凡）

莆田彩友巧用倍投

竞彩单关斩获 1.7万元
随着美职篮季后赛开启 袁

2017 年竞彩普及日活动推出升
级版袁 中国体育彩票以更丰富的
形式回馈彩友袁 自 4月 14日起袁
广大彩友期盼已久的篮球单场大
小分尧让分胜负强势回归袁精彩的
比赛场面加上一场定胜负的投注

方式袁 让广大篮球爱好者享受了
一个格外紧张刺激的季后赛遥

在 5月 8日开奖的美职女蓝
比赛中袁 来自莆田市涵江区江口
镇公园休闲广场边 67336竞彩站
的彩友就给我们带来了好消息袁
他购买的篮彩袁 采用 5000倍投袁

一投制胜袁 成功收获奖金 1.7万
元袁投注方式为单场遥

据了解袁 王先生不仅是一位
资金彩友袁也是地道的铁杆球迷袁
对篮球情有独钟遥 他 100张彩票
5000倍投凯尔特人袁赢 1.7万元袁
在我们感叹该彩友胆大心细的同

时袁 更应该学习他中大奖的购彩
思路要要要巧用倍投遥

看到这里袁 你还会说篮彩无
大奖吗钥竞彩浴精彩浴只要有你的
参与袁我们的精彩还将继续袁中国
竞彩也会一直精彩袁 属于你的大
奖也会更加精彩浴 （陈剑锋）

莆田彩友竞彩中奖彩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