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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经营体彩走上兴旺大道

同是二等奖成色却不同

常言道袁隔行如隔山遥 然而袁
有一对夫妻却硬生生地把这句话
给颠覆了要要要隔行并非如隔山袁
而且不同行业间也有不少共同或

相通之处遥 这对夫妻经营大排档
十余年袁两年前一狠心一跺脚袁放
弃了自己熟门熟路的餐饮行业袁
转行进入一个对自己相对陌生的

领域要要要体彩遥 让人意想不到的
是袁仅仅两年的时间袁夫妻俩便为
一家在彩市中遨游了十余年的老
站点带来天大的福气袁在 8月 12
日晚开奖的体彩大乐透第 17093
期中袁 一注令人怦然心动的 961
万元一等奖带着隆隆的响声袁降
临到这家看似不起眼的老站
点要要要厦门 90229 体彩投注站袁
让这家体彩老号瞬间激荡起片片
涟漪袁不但成为同行眼中的旺站袁
也成为彩友心目中的 野大奖英
雄冶遥下面就让我们一同去往这家
在彩市默默耕耘十余载的平凡站

点一探究竟遥
流金岁月彰显辉煌
之前虽然不曾与体彩百万元

大奖邂逅过袁 但站点头上却顶着
体彩特等奖的鲜亮光环遥 那是 11
年前袁 也就是 2006年 9月 13日
一个平凡的夜晚袁体彩 31选 7第
06143期开奖袁 当期诞生了 1注
64.24万元特等奖袁虽然奖金在现
在看来似乎有些 野不值一提冶袁但
在 2006年袁那已经算是一笔价值
不菲的大奖了遥

这注大奖不偏不倚袁 正好被
这家站点的彩友揽获袁 中奖的是
一张 2注 4元单式票遥 这注特等
奖的降临袁 在当时足足让位于厦
门市中山路辅道大同路的 90229
站点沸腾了一把遥当然袁除了这注
大奖外袁成千上万元的超值奖袁接
二连三地降临到这家站点遥 正是
这些不大不小的奖 袁 把厦门
90229 站点送上了兴旺的道路袁
并迅猛向前遥

经营体彩身心轻松
说起目前正在经营这家体彩

站点的恩爱夫妻袁 时光还要转回
两年前遥在经营这家体彩站点前袁
白女士与丈夫一直经营大排档袁

虽然钱比较好赚袁可是非常累人袁
起早贪黑袁经常要工作到深夜遥随
着年龄的增长袁 白女士与丈夫慢
慢意识到餐饮行业往往拼的是体

力袁这对年轻人更合适袁而对于已
经经营大排档十余年的他们而
言袁身体有些吃不消遥基于这一原
因袁 这对夫妻便想着转行到另一
个相对轻松的领域遥

非常巧合的是袁 这对夫妻业
余时间比较喜欢购买体育彩票袁
而他们家附近的 90229站点便是
经常光顾的场所遥两年前的一天袁
夫妻俩无意中听到这家站点的业
主想寻求一个合作伙伴袁 他们便
抓住机会袁 顺利成为这家站点的
销售员遥

经营体彩站点后袁 这对夫妻
发觉虽然钱赚得比以前少些袁但
工作轻松了很多袁 他俩刚好让之
前透支的身体得到一个缓冲遥

全心付出真诚回报
有道是袁干一行爱一行遥全身

心的投入换来的总是令人欣慰的
回报遥经营体彩站点仅两年袁这对

夫妻便迎来美妙又无与伦比的时

刻要要要8月 12日晚袁体彩大乐透
第 17093期开奖袁90229站点收获
一注大乐透 961万元大奖遥

大奖不期而遇不仅让这对夫

妻数夜难眠袁 也让站点的彩友激
动万分遥 白女士说院野全身心付出
后袁 总会得到一个令所有人都满
意的答案遥 冶两年来袁除了 961万

元大奖外袁 成千上万元的小奖同
样是对夫妻俩的特别回报遥

展翅扬帆袁奋蹄前行遥相信在
这对夫妻辛勤的浇灌下袁 厦门
90229站点会在竞争激烈的彩市
中袁高歌飞翔袁为支持和厚爱站点
的彩友交出一份又一份令人欢天

喜地的大奖答卷遥
（金嵌）

厦门 站点喜迎大奖降临 方嘉琪 摄

打出 万元中
奖彩票的白女士
方嘉琪 摄

在体彩大乐透第 17106期开
奖中袁 福建揽获 5注 13.02万元
二等奖袁其中 2注出自追加袁多拿
7.81万元追加奖袁 使得二等奖总
奖金达 20.83万元袁 由寿宁县滨
河路农贸市场门口左第 1 间
40612 站点中得袁2 注奖金合计
41万余元曰石狮市锦尚镇厝上二
中商品房新大街二中商品房邮电
局旁 12012 站点独中 2 注二等
奖袁奖金合计 26万余元遥

追加中奖心里美
寿宁 40612站点的幸运者陈

先生购买公益体彩已有十余年袁

之前最高中过 2000多元遥他每次
的投注金额不是很大袁 只选 1注
号码袁然后追加与倍投袁少则 2倍
多则 5倍遥这次他采取机选袁并对
这注号码进行了追加 2倍投注袁
不曾想居然喜揽 2 注追加二等
奖遥 当得知 2注追加二等奖的奖
金达 41万余元时袁陈先生乐开了
花袁 兴奋地说院野第一次中这么大
的奖袁心里美滋滋的遥 冶

偶尔投注收获多
在石狮 12012站点购彩的黄

女士是出门买菜时袁 看到站点门
口醒目的大乐透奖池公告牌袁才

意识到当天是开奖日袁 于是进去
买了一张胆拖票袁幸运中得 26.28
万元奖金遥

黄女士说袁她是 9月 12日上
午特地去站点兑奖才知道中奖

的袁一开始她还不敢相信袁因为她
之前最多只中过大乐透 5块钱遥
黄女士只是偶尔路过体彩站点时
才会购彩袁 之前她投注的都是大
乐透遥

虽然只是偶尔投注袁 但黄女
士仍对中奖抱有希望袁 经常开奖
次日就前往就近站点核对彩票遥
这次袁销售员对她说袁二等奖要去

福州才能兑袁 黄女士一听便有些
六神无主袁 立即把事情经过告知
家人袁 最后由有购彩经验的姐夫

陪同她到福州兑奖遥
（金嵌 陈珍）

漫画 /王青

本报讯 记者金海燕报道 10
月 18日袁体彩大乐透第 17122期
全国开出 3注头奖遥 其中袁1注为
1600 万元 渊含 600 万元追加奖
金冤 追加投注头奖袁 出自重庆曰2
注为 1000万元基本投注头奖袁全
部出自广东遥开奖结束后袁奖池滚
存 42.84亿元遥
本期体彩大乐透前区开出号

码 03尧12尧18尧29尧34袁 后区开出号
码 03尧11遥 前区奖号的分布较为
零散袁各个号段上均有号码开出遥
最小号码开出 03袁该号之前有 25
期没有开出曰1 号段上开出 12尧
18袁 其中 12复制上期 渊第 17121
期冤奖号曰2 号段上开出 29曰最大
号码开出 34遥

后区开出 03尧11袁其中 03于

最近 7 期之内开出了 4 次袁较
热遥
数据显示袁重庆中出的 1600

万元头奖出自大渡口区袁 中奖彩
票为一张 3注 9元投入的单式追
加票遥

广东中出的 2 注 1000 万元
头奖分落汕头和顺德袁 中奖彩票
均为 8+2复式票袁各投入 112元袁

单票分别擒奖 1005万元遥
对比中可见袁 由于采用了追

加投注袁 重庆这位幸运儿在头奖
方面要多拿了 600 万元追加奖
金袁 从而使得单个头奖奖金达到
1600万元遥

二等奖开出 72注袁每注奖金
为 13.73万元曰其中 22注采用追
加投注袁 每注多得奖金 8.24 万

元遥追加后袁二等奖单个总奖金为
21.97万元遥三等奖开出 1099注袁
每注奖金为 3158元曰其中 570注
采用追加投注袁 每注多得奖金
1894元遥 追加后袁三等奖单个总
奖金为 5052元遥

奖池方面袁42.84亿元滚存至
10 月 21 日 渊周六冤 开奖的第
17123期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