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绚丽武夷山飞出“金凤凰”

“夫妻恩爱票”传导旺站本色

8月 21日晚袁武夷山引来体
彩大乐透野金凤凰冶要要要第 17097
期开奖袁全国仅中得 1注 1000万
元一等奖袁 花落南平武夷山市星
村镇九曲路 39号 50604站点袁中
奖彩票为一张 10元机选单式票遥

当晚得知站点中得巨奖后袁
销售员小陈立即把广播信息拍照

发到朋友圈并通知业主遥 第二天
一早袁站点张贴喜报尧摆好糖果尧
燃放鞭炮噎噎

据小陈介绍袁 这是一家地处
乡镇的体彩老站点袁 虽然位置较
偏僻袁 但在她和业主的精心地打
理下袁 每天进出站点的彩友络绎
不绝袁 站点中得大乐透一等奖无

疑受到幸运女神眷顾袁 同时为武
夷山地区开启大乐透千万巨奖先
河遥 武夷山上次大乐透中一等奖
是 50629 站点在 2012 年 7 月 7
日的 500万元遥

50604站点中得大乐透一等
奖后袁站点门庭若市袁有彩友好奇
地询问院野听说几年前武夷山中过
500万元大奖袁这次是 1000万袁是
不是真的钥 冶小陈激动地说院野当然
是真的袁是我亲手打出来的遥 冶

野我在体彩站点工作近四年袁
之前最高仅打出过体彩 22 选 5
特等奖 8000多元遥 8月 21日晚袁
竞彩群里说 50604站点中了 1000
万元袁我有点不相信袁平时彩友也
会调侃袁1000万谁不想啊袁 可是
我们这个小地方怎么会中大奖

呢钥 你看我们袁不中就不中袁一中
就是 1000万遥 冶小陈说遥

近日袁因大奖喜讯传开袁来站
点的彩友越来越多袁 大家都想沾
沾喜气袁讨个好彩头遥一位大乐透

老彩友说院野我每期都坚持买袁为
公益奉献一份绵薄之力的同时袁
也让自己老有所乐袁 今天特地多
打几注遥 冶看着站点里彩友因大奖
的到来而欢声一片袁 小陈感慨自
己从家庭主妇回归工作岗位有很
深的获得感和幸福感袁 而且每天
都过得非常充实遥 就在今年大乐
透上市 10周年之际袁她还收到由
国家体彩中心寄到站点的 野忠诚

站点冶感谢信袁再加上这注沉甸甸
的 1000万元巨奖袁她的荣誉感油
然而生遥

小陈平日为彩友打传统数字
型玩法居多袁最近袁好学的她又加
入竞彩群袁开始学习投注技巧遥她
说袁 服务好每位进店彩友是她的
职责所在袁 她会一如既往站好每
班岗袁迎接更多的体彩大奖遥

（陈珍）

武夷山喜迎大乐透一等奖 王自珍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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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厦门集美区东安村四埭

尾社 8 号 97406 站点的老廖袁许
多人耳熟能详袁 因为他经营的体
彩站点不仅是一家老字号袁 还是
曾中过 500万元大奖的旺站遥 他
还是福建经济广播电台竞彩玩玩
赚节目的常年连线嘉宾袁 每周都
会在固定时间向福建听友奉献竞
彩推单袁据说命中率还相当高遥老
廖早在 2001 年曾到福建体彩中
心领取过 31 选 7 特等奖 25 万
元袁如今他故地重游袁领取新 31
选 7第 17240期一等奖 218万余
元遥
站点中奖连续不断
97406 站点 2000 年就已建

立袁虽然当时人气并不旺袁但经
过一年左右的孕育袁站点在 2001
年结出硕果 袁 喜揽 31 选 7 第
01084 期特等奖 25万余元袁这个
大奖就是由老廖领取的曰时隔两
年袁该站又一次榜上有名袁摘得
31选 7第 03099期特等奖 52万
余元曰之后袁鸿运继续在这家站
点上空盘旋袁2007年 4月 3日该
站一彩友凭借一张 9 个号码的
复式票力夺 36 选 7 第 07036 期
500万元特等奖袁 创下该站最高
中奖纪录曰2014年 10月 6日袁第
14117 期体彩大乐透袁 该站一彩
友凭借一张单式票袁 力夺 21万

元超值二等奖曰正当大家畅想该
站能否再夺大奖时袁 今年 9月 4
日晚开奖的体彩 31 选 7 第
17240 期袁218 万元大奖喜临该
站袁直接把这家站点推向又一个
兴旺的新高潮遥

自导自演中奖传奇
据老廖介绍袁 这次能幸运中

得 218万元袁 多亏站点彩友的支
持与厚爱遥 31选 7在第 17239期
爆出 500万元一等奖后袁 一等奖
彩池仍高达百万元遥为此袁老廖通
过研究走势图袁 与爱人一起选出
一张 10个号码的复式票袁并取名

野夫妻恩爱票冶遥之后袁他把这张票
往微信朋友圈里一发袁 引得人们
关注袁许多彩友居然要求合买遥最
终袁 盛情难却的老廖让 9个彩友
一起分担遥 不曾想袁这张野夫妻恩
爱票冶 居然大红大紫袁 喜夺当晚
31选 7第 17240期一等奖袁 同时
还兼中 21注三等奖尧63注五等奖
和 35注六等奖袁奖金总计 218万
余元遥这个百万大奖的降临袁再度
点燃了彩友购彩的热情遥

更多大奖尚在酝酿
31选 7一等奖中过多次袁36

选 7特等奖 500 万也曾揽得袁传
统足彩和竞彩的几万超值奖也
拿过不少袁目前只是大乐透一等
奖尧传统足彩尧竞彩几十万尧上百
万大奖还在酝酿之中遥 老廖风趣
地说院野如果大乐透一等奖也来
一个袁那我站点的大奖可以做个
形象墙了袁让来站点购买彩票的
彩友一起分享遥 冶在办理领奖手
续时袁老廖还特意要了前些年中
得大奖的彩票袁准备回去把这些
大奖彩票的复印件裱起来袁悬挂
在站点内袁供人观赏遥另外袁他希
望传统足彩和竞彩也能多中几

个几十万尧 上百万元超值大奖袁
这样好把站点兴旺的本色鲜活
地撑起来遥

（金嵌）

体彩 31选 7一等奖中奖彩票

公益体彩在行动 温馨活动不停歇
近日袁 即开型体育彩票顶呱

刮又有三款新票上市袁分别是 20
元面值的野20倍现金冶尧10元面值
的野天下名钻冶尧5元面值的野巧克
力冶遥伴随三款新票在全国各地上
市袁 国家体育总局体彩中心推出
了野体彩顶呱刮袁中 1000 元送金
条冶活动遥

活动时间为 2017 年 10 月
23日至 11月 19日遥 活动期间袁
用户在全国任意体彩销售网点购
买野20倍现金冶野天下名钻冶野巧克
力冶袁单张彩票中得 1000元奖级袁
并在活动期间通过销售网点兑奖

设备渊IVT或 BCR等冤完成兑奖袁
可额外获得 8克金条 1根遥

凡符合活动规则的中奖者须
在销售网点进行登记袁 并留存剪
角处理后的中奖彩票遥 中奖者在

收到地市中心通知后袁 持中奖票
和身份证到地市中心领取奖品遥
奖品领取截止时间为 2017年 12
月 31日 24时遥
据了解袁野20倍现金冶是体彩

首款采用银墨工艺印制的即开
票袁头奖达 100万元曰野天下名钻冶
头奖高达 50万元袁 钻石遍布尧票
面醒目曰野巧克力冶 则是首款带有
香味儿的即开票袁头奖 10万元遥

三款新票在给购彩者带来不
一样刮彩体验的同时袁又推出野奖
上奖冶活动袁而且活动的野门槛冶不
高袁面向 1000 元奖级展开袁奖品
更诱人遥 彩友购买的每张即开型
体育彩票袁 购彩金额中的 20%都
将用于社会公益事业遥 公益体彩
在行动袁温馨活动不停歇遥

（于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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