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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间漳州共摘取大乐透一等奖 15注

砥砺奋进 继续前行

小镇名不虚传 中奖接二连三

磁灶再迎 500万体彩巨奖

自 2007 年 5 月 28 日 至
2017年 5 月 28日袁 体彩大乐透
已与彩友相伴十年遥 十年来袁漳
州彩友凭借对大乐透的浓浓情

谊袁先后拿下 15 注令人一等奖袁
虽然在 2007 年和 2008 年未能
与一等奖邂逅袁 但自 2009 年漳
浦县 30320 站点擒获漳州第一
个大乐透一等奖后袁大乐透便让
漳州彩友拥有了一份期待遥砥砺
奋进中袁 漳州彩友不负众望袁短
短十年袁屡屡与一等奖结缘要要要
2009年和 2013年各获 4 注一等
奖 尧2016 年 2 注 袁2011 年 尧2014
年尧2015 年尧2017 年各 1 注遥 其
中最令人骄傲的是单注最高奖
纪录要要要2400万元袁漳州彩友至
今都引以为荣遥下面就让我们一
同探访十年来部分中得一等奖
的站点遥
漳浦：抚今追昔坚定信心
2009年 2月 11日晚袁体彩大

乐透第 09015期劲爆 2注 642万
元一等奖袁 其中一注花落漳浦县
深土镇山边路的 30320站点遥 该
彩票不仅中得 1注一等奖袁 还中
得 2注 29万元二等奖尧5注 3000
元固定奖以及多注小奖袁 奖金合
计 704万元遥 这张彩票不仅刷新
了漳州大乐透中奖纪录袁 还带来

了漳州市第一个大乐透一等奖袁
让从没见过体彩巨奖的市民领略
到大奖的魅力遥

时隔八年袁 再次探访 30320
站点袁为庆祝大乐透上市十周年袁
业主黄先生不仅在站点外布置了
拱门袁还店内悬挂了彩旗袁浓浓的
喜庆氛围烘托出站点曾经的辉

煌袁 让人似乎回到八年前大奖诞
生的那一刻遥当年袁大乐透一等奖
的中奖彩票是一张 6垣3复式票袁
奖金合计 704.07万元遥

据了解袁目前袁该站点主推玩
法是大乐透和高频袁 黄先生说院
野干一行袁爱一行袁在岗多年袁越发
坚定在这个行业一直走下的信
心遥希望下一个十年袁我依然奋斗
在体彩第一线遥 冶

芗城：回首往事感叹不已
探访漳州体彩大乐透一等奖

诞生地 袁 绝对不能错过漳州
31131站点遥

2016年 5月 25日晚袁体彩大
乐透第 16060期开奖袁 全国送出
1注追加一等奖遥 当时恰逢 5亿
元大派奖活动期间袁 一等奖单注
奖金为 2400万元的封顶巨奖遥这
注可以载入福建彩市史册的巨奖
被漳州市芗城区彩友斩获袁 售出
这注巨奖的是漳州市江景花园

15幢 6号店面的 31131站点袁中
奖彩票是一张 15元的单式追加
票遥

据该站点业主曾女士回忆袁
她平时与彩友经常在 QQ尧 微信
上交流选号心得遥 她看到这注开
奖号码袁立刻愣住了袁这是前几天
她与彩友探讨选号时提过的号

码袁没想到袁大奖就这么来了遥 大
家纷纷感叹袁 原来体彩大奖离自
己这么近袁买就有希望袁坚持就有
机会遥

时隔一年袁在 31131站点袁宽
敞明亮尧 干净整洁的环境让人感
到愉悦袁 站点内不仅摆放着极具
闽南特色的大茶桌袁 还准备了各
种小物件袁如老花镜尧雨伞尧专用
水杯等遥如今袁曾女士还坚守在岗
位上袁 兢兢业业地经营着体彩投
注站遥 她说院野感谢彩友的支持与
厚爱袁我坚信在这个岗位上袁我能
把体彩越做越好浴 冶

大乐透上市十年来袁 感谢漳
州彩友风雨同行袁不仅斩获 15注
一等奖袁奖金达 1.36 亿元渊芗城
区有 8注袁 漳浦县有 3注袁 云霄
县尧龙海尧南靖和长泰各 1注冤袁还
营造了漳州大乐透购彩氛围袁让
彩友相信院大奖不是口号袁大奖就
在身边袁买就有希望遥

当中得过大乐透一等奖站点

的业主从漳州市体彩分中心工作
人员手里接过沉甸甸的 野大乐透
一等奖诞生地冶的奖牌袁他们心里
油然而生的是骄傲尧是感动袁一方

面是自己的坚守袁 另一方面是感
谢国家体彩中心及省尧 市中心的
帮助与扶持袁 才有现在的成绩与
荣耀遥

（庄丽宾）

漳州部分一等奖诞生地授牌瞬间

在体彩 31 选 7 第 17192 期
中袁晋江磁灶小镇又一次出现公
众的视野中遥 当期 31 选 7 一等
奖彩池创纪录地累积至 1194万
元袁 福建彩友都想从中分一杯

羹袁 而磁灶小镇的彩友鸿运当
头袁 在万众瞩目中占据一席之
地袁 奖金是令人眼馋的 500 万
元遥 这样的巨奖在中盘玩法 31
选 7中并不多见袁一年都难得有

一两回袁磁灶小镇的彩友便创造
了奇迹遥中得这一巨奖是位于晋
江磁灶镇宝洋开发区树林陶瓷
厂二层楼 18 号店面的 11674 站
点遥下面就让我们一同到这家站
点一探究竟遥

鞭炮声响引人驻足
7 月 19 日袁 也就是体彩 31

选 7第 17192期开奖次日袁 一阵
噼噼啪啪的鞭炮声吸引了行人的

视线袁他们纷纷驻足袁看到底发生
了什么遥 原来 11674站点中得 31
选 7 第 17192 期一等奖 500 万
元遥 野太幸运了浴 这期奖池高达
1194 万元袁 一期就爆出了 2 注
500万元遥 冶 围观的乡亲纷纷议
论遥 野现在还不知道中奖者是谁袁
只知道是一张单式票中得 500
万袁实在太有运气了浴 冶在站点袁一
些老彩友激动地说遥

该镇又一次中体彩 500万元
巨奖的消息传播得飞快袁 从前一
天晚开奖后得知该站点中得一注

31选 7一等奖 500万元袁业主小
苏接了好多咨询电话袁野是不是真
的袁是不是你中的钥 冶小苏非常兴
奋袁虽不是她中奖袁但站点彩友能
中得大奖袁她也替他们高兴袁一早
便买来鞭炮拱门庆祝袁 让更多的
彩友分享中奖的喜悦遥
诸多小奖铺垫大奖
磁灶以生产瓷砖闻名袁 业主

小苏每天都将站点打理得井井有

条袁 她笑着说院野这样可以让每个
进店的客人都感到舒适遥 冶在该站
第一次中得 500万巨奖前袁 附近
站点的彩友同样鸿运当头袁 接二
连三地中得大乐透三等奖袁 虽然
奖金不算高袁 但仍让彩友信心倍
增遥与此同时袁其他游戏的奖项也
接连不断袁 正如彩友经常说的袁
野理想要有的袁希望是有的袁奉献
爱心的同时也许就能收获满满的
奖金了遥 正像这回袁500万元巨奖
也来了遥 冶另外袁该站还刮中过顶
呱刮 野麻辣 6冶10万元超值奖袁36

选 7 也中过 1万多元二等奖袁其
他的超值奖也为数不少遥

中奖频频名声在外
据了解袁 晋江磁灶镇目前有

20多家体彩站点袁之前曾中过两
次体彩 500万元大奖袁均出自 36
选 7袁一注为 12847站点中得袁另
一注来自 10495站点遥另外袁磁灶
镇 10408站点之前曾中过 31选 7
大奖 200多万元尧足彩 14场胜负
彩中过 196万元一等奖遥 磁灶镇
12821站点中过 31选 7大奖 120
万元袁12889 站点中过大乐透二
等奖 57万元袁10456站中过 31选
7大奖 65万元遥 2014年袁磁灶镇
10476站点的彩友还刮中过顶呱
刮 5元野神奇贝壳冶5万元大奖遥

磁灶镇的下一个体彩大奖又

是哪家站点出现袁幸运儿又是谁袁
奖金能否超过 500万元甚至千万
元噎噎还是让我们一同拭目以待
吧浴

（吴清雪）
站点喜迎 31选 7一等奖降临 打出 31选 7一等奖彩票的销售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