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场串 7关拿 38万
11月 5日袁一彩友采用

自由串方式袁 选择 8场比赛
进行 7关投注袁虽然错一场袁
仍中 38万元遥

这张竞彩彩票出自福州

市晋安区长乐北路 111号乐
福苑小区 06 店面 22927 站
点袁中奖的是一张投注 20倍
320元的 8场 7关彩票遥 这
张 8场比赛全部单挑袁 且奖
金均在 2.80元以上袁最高达
4.45元遥比赛结束后袁这张彩
票只错一场袁 其他 7场全部
命中遥 前来领奖的薛先生表

示袁要是 8场全中袁奖金将超
过百万元袁 甚至有可能达
318万元遥 虽与大奖擦肩而
过袁 但他依然获得 38.12元
奖金遥

薛先生说袁 在竞彩中玩
8串的袁相对来说会轻松些袁
可选性高袁更加灵活遥说到投
注的体彩站点袁他表示袁这是
一家旺站袁之前中过 36选 7
特等奖 500万元袁 还多次中
过 31选 7特等奖袁他在这家
站点袁 也是隔三岔五地中得
成千上万超值奖遥 （金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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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倍追加大乐透独揽 210万

4年风雨同舟袁 龙岩竞彩联
盟成员实力高涨遥 78111站的吴
永灿半路出家做竞彩袁每天都收
获快乐曰78175站的李波九袁夫妻
连手打造体彩旺站曰70198 站的
联盟会长张云志袁开站短短几年
便成就足彩大奖曰70869 站的驻
店竞彩嘉宾小卢袁爱一行干一行
噎噎公益体彩带给他们不一样
的精彩人生袁而龙岩竞彩市场日
益壮大袁离不开这 4 家竞彩联盟
成员多年来借助多种宣传平台
对外营宣袁把龙岩竞彩市场搞活
搞强遥

半路出家后来居上
吴永灿经营体彩已有数年袁

之前他不仅对足球一窍不通袁自
己也没玩过彩票遥 他能与体彩结
缘袁是因为在广州做生意时袁结识
了几位喜欢足彩的朋友遥 由于当
时生意不景气袁 客观上助推了他
回乡经营体彩站点遥

2014年袁吴永灿在龙岩申请
开办了一家体彩站点遥开张后袁站
点主推年轻人喜欢的足彩竞彩遥
联盟成立后袁 他加入团队积极学
习竞彩袁为打开站点的知名度袁他

在福建体育频道尧 福建经济广播
电台竞彩节目学习推荐遥 吴永灿
谦虚地说袁他虽然半路出家袁开体
彩站点前袁从没买过彩票袁但现在
站点主要销量来自竞彩和足彩袁
他的竞猜水平可见一斑遥 通过多
年历练袁 他已学会如何了解一支
球队袁 从球队的基本面也能看出
水平来遥 随着越来越多的红单爆
出袁经朋友圈传播袁新彩友纷至沓
来袁 快乐每天都萦绕在吴永灿心
头遥

虽然吴永灿的站点主打竞
彩袁但对彩友一视同仁袁还常劝彩
友购彩适可而止遥他总说袁不要以
为自己只是个卖彩票的袁 彩票是
公益性的袁每卖一张袁都奉献一份
爱心遥

转换目标不辞辛苦
2000年前袁李波九只从事彩

票销售工作袁 当时他对足球一点
兴趣也没有遥 10年的销售工作袁
使他对公益体彩了解至深袁 更看
好其前景遥 2010年袁他拥有了自
己的站点袁有了之前经验袁他将目
标锁定在足彩尧竞彩市场遥不懂球
的李波九从任选 9 场开始学起袁

他认为袁 只有自己热爱才能同彩
友分享尧交流遥为让彩友相信自己
的推单实力袁 他坚持每天实票推
荐袁他要让彩友知道袁业主投注就
不再是纸上谈兵遥他提倡野小投入
不伤身冶遥 目前袁 李波九的站点
98%都是老彩友袁 只要一提交易
城 78175体彩站袁无人不晓遥

在李波九夫妇的共同努力
下袁 站点已成为一家体彩旺站袁
2010年 9月 1日袁中得体彩 36选
7 特等奖 500 万元尧2009 年中过
31选 7 特等奖 64 万元尧 排列 5
超值奖 20万元尧大乐透二等奖 2
注噎噎这些慰藉了夫妇俩的辛劳
付出遥

经营体彩分外骄傲
20多年前袁还没有自己站点

的张云志到处排队买彩票遥 1997
年机会来临后袁经过严格审批袁龙
岩第二批体彩站点中便有了他的
身影遥

谈起站点近年的发展与成
绩袁 张云志神采飞扬要要要站点彩
友制作出龙岩地区最早的走势
图曰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袁他开业
第三天营业额便突破千元曰2003

年中得福建省第一个足彩大奖
547万元袁 也正是这注大奖给了
他启发袁将战略重点侧重足彩遥随
后袁他成立足球俱乐部袁邀请懂球
的内行来看球分析袁 营造足球氛
围袁带动足彩销售遥

提到自己是体彩人袁 张云志
感觉非常自豪遥这一路走来袁他要
感谢彩友的支持遥他说袁进店的都
是客袁必须以诚相待遥

歪打正着为爱前行
70869 站点的小卢是位竞彩

驻店嘉宾袁 他是长跑运动员袁却
喜爱足球尧篮球袁上大学时就与
同学一起打球看球买彩票遥毕业

后袁正赶上亲戚的体彩站点销售
员离职袁 原本只是救火帮忙袁没
想到他的强项却得到施展袁成了
一名驻店竞彩专家袁只要他的分
析没及时推出袁 彩友就着急询
问遥

小卢目前专攻传统足彩 14
场和竞彩 2串 1各种大小联赛场
次遥 2015年袁他亲手为彩友打出
14 场胜负彩 39 万元中奖彩票遥
小卢说袁 他很满意现在的工作状
态袁 聊起足球袁 彩友都觉得他很
捧遥 现在袁每天都有球赛袁他会继
续为爱前行遥

（陈珍）

龙岩联盟部分成员

继 10月 21日平潭综合实验区
一女彩友凭借两张 5倍追加的彩票
独中 288 万元大乐透二等奖后袁福
建彩友在 11 月 8 日晚开奖的大乐
透第 17131期中袁宁化县泉上镇文化
路路口店面 80914站点的彩友独揽
10注 21.08万元二等奖袁 奖金总计
210万元遥

当期全国中出 4 注一等奖袁单
注奖金为 1000万元袁分别被广东尧广
西尧贵州尧四川彩友分享袁由于未追
加投注袁 四地中奖者错失 600万元
追加奖遥

数据显示袁广东的一等奖出自广
州市袁 中奖彩票为前区 4胆 8拖垣后
区 1胆 2拖的胆拖复式票袁投注金额
32元袁单票中奖 1016万余元曰广西的
头奖出自百色袁 中奖彩票是一张仅 1
注号码的单式票袁2元投入捧得 1000
万元曰 贵州的一等奖出自黔东南袁中
奖彩票是为 9垣3复式票袁 投注金额
756元袁单票中奖 1038万余元曰四川
的头奖出自巴中市袁中奖彩票为 16垣2
大复式票袁总投注额 8736元袁单票中
奖金额 1040万余元遥

当期二等奖开出 68注袁单注奖
金 13.18万元袁 其中 29注为追加投

注袁每注多得 7.90万元袁追加投注的
奖金为 21.08万元遥 福建共收获 14
注二等奖袁11注为追加袁 宁化 80914
站点的彩友独揽 10注追加二等奖袁
另一注追加二等奖落入泉州安溪官

桥镇悦泉花园 2 期 1要12 号 10557
站点曰 未追加的 3注二等奖分别由
福州台江区国货西路 282 号一层店
面 20287站点尧闽侯县青口镇西台村
时洋街 5号 23608站点以及宁德福
鼎市前岐镇福东路 102号 46327站
点中得遥
据统计袁福建彩友 2017年不仅

中得大乐透一等奖已达 22注袁而且
奖金全在 500万元以上袁千万元的达
14注袁单注最高奖为 1600万元遥 此
外袁还产生了 7注百万元二等奖袁分
别是第 17022期漳州长泰 30811 站
125万元尧第 17032期宁德 40146站
239万元尧第 17034期厦门 90278站
118万元尧第 17042期厦门 97190站
212万元尧第 17045期厦门 95187站
326万元尧第 17123期平潭 21009站
和 22601站总计 288万元尧第 17131
期宁化 80914站 210万元遥

(金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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