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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地彩友假期收获大乐透二等奖
10月 9日袁两位幸运彩友一

同现身福建省体彩中心袁 分别兑
取大乐透第 17117期二等奖遥 这
两注二等奖分别出自福州晋安区
秀峰路金城新村 38 号 5 号楼 1
号店 22507站点和漳州东山县铜
陵镇铜亭街 1幢 2号店面 30725
站点遥

机选击中二等奖
福州的王先生说袁因为住家

附近有家体彩站点袁为他购彩提
供了便利遥王先生购彩的时间不
长袁但运气非常好袁第一次机选
10 元的彩票就中得 2000 多元
奖金遥 去年袁他又机选中得大乐
透万元奖遥 在王先生看来袁中奖
主要凭运气袁包括他这次中得大
乐透二等奖袁 也是通过机选投
注遥

国庆中秋假期袁 王先生决定
利用最后两天去上海玩一玩袁可
他又怕错过大乐透的开奖袁 于是
顺路来到 22507站点购彩遥他说袁
中奖前没有任何征兆袁 就是顺其
自然地让销售员机选了 10 元的
大乐透袁 随手放进钱包遥 10月 8
日袁王先生回到家袁半夜拿出那张
随他一起去上海游了一趟的彩票
核对袁发现中得 1注二等奖袁奖金
达到 22.05万元遥 他顿时兴奋起
来袁表示中奖一切随缘袁但能在喜
庆的节日里收获体彩大奖非常难
得遥对于每期仅投注 10元的王先
生来说袁 彩票肯定要坚持购买下
去遥

出游购彩获大礼
漳州 30725站点的中奖者小

林来自广东遥中秋节后袁他约了几

位好友到漳州东山岛游玩遥 10月
5日晚袁 他们几个晚饭后在街头
散步袁刚好经过东山 30725站点袁
其中一位经常购买公益体彩的朋
友提议袁每人出一个号码袁一起买
一张大乐透碰碰运气遥 大伙觉得
提议不错袁便走进站点投注袁一会
儿工夫袁一张 8垣2复式票出炉遥

10月 8日回到广东后袁小林
才想起在东山购买的那张彩票袁
上网查询袁发现中了 6个号码遥他
当即给那位有购彩经验的朋友打
电话袁朋友先问他中的是不是 5垣
1袁得到肯定的回答后袁朋友立刻
兴奋起来遥他们当即决定袁10月 9
日请假再去东山 30725站点遥 询
问得知那张彩票中得二等奖 1注
及多注小奖袁 奖金达 22.39万元
后袁 他们又马不停蹄地赶到福州

兑奖遥
对于这次外出游玩意外收获

体彩大礼袁 小林一行人说来得太
幸运了遥虽说兑奖路途较远袁但对

于这些爱出门游玩的人来说袁既
领了奖袁 又游览了福州袁 两全其
美遥

（陈珍）

球迷竞彩投注英超喜中万余元

大乐透第 17117期两张二等奖中奖彩票

竞彩玩法以高返奖率而日益
受到广大彩友喜欢袁 尤其单关胜
平负玩法袁简单易懂袁对于既是球
迷又是彩迷的朋友来说袁 闲暇时
买场喜欢的比赛袁 在享受看球乐
趣的同时袁 说不定还能收获中奖
的喜悦遥

98051体彩站点的彩友小王
平时喜欢看球袁对赛事颇有了解袁
自五大联赛重燃战火后袁 他一有
时间就会看比赛袁 特别是英超几
乎场场不落遥

9月 15日袁 英超第五轮袁伯
恩茅斯主场对阵布赖顿遥 对于新
赛季开赛四连败的伯恩茅斯来
说袁此役压力巨大遥而对手布赖顿
前一轮刚刚取胜袁气势正旺袁有望
再下一城遥 不过袁 小王研究后认
为袁伯恩茅斯主场抢分能力较强袁
而且进攻并不差遥 上赛季场均进
1.8球遥而客场作战的布莱顿攻击
力一般袁 防守端在主力后卫伤缺
的情况下也存在隐患遥

经过深思熟虑袁小王判断伯
恩茅斯将会触底反弹拿下本场
比赛袁于是他果断出手竞猜主队
胜袁并进行了 2500倍投遥 未出预

料袁 伯恩茅斯主场战胜布赖顿袁
小王因此获得奖金 1万余元遥

（黄志顶）

漫画 /王青

紧跟专家计划推荐 彩友狂揽竞彩奖金
连日来袁 莆田市城厢区霞林

街道荔华东大道 530号宏基现代
城 2号楼 209店面的 61537体彩
站点竞彩玩法频传捷报袁 每周一
早上袁 销售员郑女士就会陪彩友
到莆田市体彩分中心兑奖遥 9月 4
日 2串 1中得 12.75万元曰9月 11
日中得 4.98万元曰9月 18日中得
1.4 万元曰9 月 25 日中得 8.2 万

元袁其他小奖不计其数遥
该站点为什么如此兴旺钥 走

进 61537 体彩站袁右侧墙上的投
注计划表和一串串中奖票吸引
了人们的视线遥 据了解袁该站点
日常由郑女士的爱人陈先生照
看袁他虽然不懂足球袁但会做计
划跟单袁而且平时积极尧努力搜
集各个专家的方案袁推荐彩友购

买 2串 1袁引导小额跟单袁稳健计
划袁细水长流袁所以近几个月有
坚持下来的跟单彩友多少都有
收益遥
对于竞彩投注袁 陈先生总结

了两句话院野竞彩中奖很简单袁少
串多倍是关键曰紧跟专家计划表袁
要想不中都很难遥 冶

（李艳梅）

漳州彩友 11选 5中 4.68万
喜欢购买 11选 5任选三的

漳州彩友小郑 9月 23日晚上演
了一幕逆袭大戏袁把任选三临时
改成前三直选袁 并进行了 40倍
投注袁结果拿下 4.68万元奖金遥

9月 23日晚 8点前后袁漳州
市龙文区浦东副食品批发市场
12幢南 22号 31238站点的销售
员小王正在整理内务袁小郑此时
走进站点遥 小王热情地招呼道院
野小郑袁好久不见了袁最近是不是
去哪儿旅游钥 冶小郑笑呵呵地说院
野昨天刚从云南回来袁 今天就来
你店里试试手气遥 在飞机上看到
09尧10尧11这三个数字不错袁一直
想着要来打几注遥 冶小王说院野可
以呀袁说不定运气就来了袁打多

少倍钥任选三还是直选三钥 冶小郑
说院野平时都打任选三袁今天试试
直选三袁来 40倍遥 冶
很快袁 一张直选三 40倍单

式票递到了小郑手里遥 10 分钟
后袁开奖结果揭晓袁本次投注全
部中奖袁单注奖金 1170元袁奖金
总计 4.68万元遥 小郑乐坏了袁笑
着说院野这笔奖金让这趟旅游锦
上添花浴 冶

一天后袁小郑拿着热乎乎的
彩票到兑奖袁这是他购彩以来的
第一个大奖袁野接下来袁我会继续
关注各类玩法袁 能中奖最好袁不
能中奖就当为公益事业做贡

献遥 冶小郑说遥
（庄丽宾）

泉州彩友 11选 5单期中 2.43万
野三胆全拖买任五冶是 11选

5中受彩友欢迎的玩法袁 只要猜
对 3个胆码就可中奖袁这大大提
高了中奖概率遥 在泉州市丰泽区
刺桐路金信花苑的 12564 体彩
投注站袁就有彩友凭借着野三胆
全拖买任五冶收获了惊喜遥

据销售员小鹿介绍袁 当时袁
一位彩友研究 11选 5
走势图后发现袁1尧3尧5
这几个号码开出的频
率很高袁于是就把这 3
个号码做胆码袁 连续
打了 3张 野三胆全拖
买任五冶袁 且都是 15
倍的彩票遥 开奖时袁1尧

3尧5 果然都开了出来袁3 张票全
部中奖袁奖金合计 2.43万元遥

胆拖投注之所以受彩友欢
迎袁 是因其能提高中奖概率袁以
本次的野三胆全拖买任五冶中奖
来说袁就是把任选五玩成了任选
三袁只要猜对 3个胆码就可以收
获任选五的奖金遥 （曹培森）

11选 5中奖彩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