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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天后方知 7星彩中头奖

“一带一路，抱团取暖”系列报道———宁德站

怀揣梦想扬起闽东竞彩风帆

乐选五中奖再得赠票

在宁德体彩中心的帮助下袁
宁德竞彩联盟今年 3月上线遥 这
个充满活力的组织由宁德霞浦
40409站杨斌牵头袁 组织了一批
80后尧90后年轻业主撑起了宁德
竞彩联盟的事务袁比如参与电台尧
电视台竞彩节目推荐袁 帮助同行
走出困境等遥 该联盟成员怀揣着
对竞彩事业的梦想袁 扬起了闽东
竞彩的风帆遥

宁德竞彩联盟目前有 9位成
员袁 都是来自当地各体彩站点的
精英业主遥在联盟里袁为了提升站
点名气袁 让更多彩友了解公益体
彩袁从而使门店的业绩增长袁他们
积极参与联盟内个人 2串 1实票
和媒体平台的推荐遥 年轻的业主
们有着过硬的销售竞彩经验袁善
于利用各媒体资源和微信朋友
圈袁团结在会长周围袁统一由会长
安排成员轮流在福建经济广播电
台和福建体育频道竞彩节目中做

推荐袁以此宣传闽东竞彩遥
会长杨斌在联盟的微信群里

无私地把十多年来彩票销售经验

和竞彩推荐思路传授给成员们遥
去年龙岩竞彩会议后袁 他了解到
其他地市竞彩联盟成功的经验袁
顿生紧迫感袁酝酿成立竞彩联盟袁
并在宁德体彩分中心牵头下袁从
竞彩销售比较优秀的站点选拔成
员遥 他说袁团结才有力量袁一家竞
彩店销量好算不了什么袁 同行的
彩票都卖得好袁才是真好袁竞彩销
售就是要有热闹的气氛遥 他随时
解答新站点业主在销售彩票过程
中遇到的问题袁 还教成员们如何
做竞彩投注实单推荐袁等等遥他还
每天坚持在微信群里分享自己的
实票推荐袁 让成员一起帮忙推销
实票单袁经过半年多努力袁宁德市
竞彩购彩氛围大大提升袁 许多网
点销量稳中有升遥 作为宁德竞彩
联盟的带头人袁 杨斌深得成员的
敬佩袁大家都称他为野斌哥冶遥

宁德竞彩联盟成立后袁很多事
情大家都能团结一致袁不管是推广
思路尧营销策略袁还是研究赛事袁只

要统一订下方案袁成员都会认真贯
彻执行袁这令杨斌很欣慰遥 当得知
福建电台和电视台媒体到访时袁联
盟成员们迅速在各自店门广告屏
上打上欢迎词袁有的成员还定制欢

迎条幅悬挂于门店前袁吸引了不少
彩友围观袁站点人气瞬间提升遥 杨
斌常说袁不论结果如何袁都要尝试
去做袁这是他做事的理由遥

杨斌带头开辟着一片竞彩事

业袁联盟成立半年来袁大家都保持
着拼劲和活力遥 团队成员在践行
野公益体彩袁乐善人生冶蕴含的野让
快乐和美好发生冶价值观的同时袁
共同创造奇迹遥 （陈珍）

宁德竞彩联盟部分精英

购买公益体彩十余年的张先

生 9月 11日傍晚投注了一张 10
元的 7星彩袁喜揽第 17107期 500
万元一等奖遥 这也是福建彩友今
年中得的首注 7星彩一等奖遥

来自莆田的张先生在办理领
奖手续时袁表面虽很平静袁可内心
却非如此袁他一旦打开话匣子袁语
调都在颤抖遥能有如此表现遥仅通
过一张彩票袁花上 10 元袁在一夜
间拥有数百万袁岂能淡定钥

2001年袁张先生就喜欢购买
体彩袁他当时在天津袁那时销售的
是 6垣1袁即 7星彩前身遥 他说袁那

时买彩票不方便袁 每次要骑几十
分钟自行车袁才能买到彩票遥虽然
没中过大奖袁小奖也不常中袁可他
就是非常热衷袁 因为他觉得买彩
票能带给他无限遐想遥 之后他到
了广东袁仍然购买彩票袁当时在广
东也有 6垣1袁 游戏规则与天津的
一样遥 再后来袁他又辗转到莆田袁
买体彩的习惯始终保持着袁 除 7
星彩外袁还喜欢购买大乐透遥

虽然购彩时间不短袁 可他喜
欢机选投注袁 每次到体彩站都是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袁 不习惯在站
点逗留遥

由于之前连百元以上的奖都

没中过袁这一战绩着实让人嘘唏遥
不过袁张先生不管这些袁毕竟买彩
票是自己的事遥这次袁他的中奖彩
票也是提前一天购买袁 因为他没
有时间天天会去站点袁每次去袁会
买好几天的彩票遥 9月 11日袁他
在购买大乐透的同时袁 把次日开
奖的 7星彩也买了袁号码机选袁购
买的站点是莆田涵江区江口镇石

庭东路 1102号 60255站遥之后三
天袁他没再去站点遥 等到 9月 15
日袁他又去购买体育彩票时袁才上
福建体彩网查看开奖号码袁 并顺

便核对彩票是否中奖遥 当他看到
7星彩第 17107期开奖号码时愣
了袁 因为最后一注号码与开奖号
码一模一样遥 原来平静的内心也
因为这 7个号码瞬间沸腾遥

张先生激动地说院野还好袁我
习惯把彩票放在办公室袁 要不然
这么多天袁 彩票估计会被弄没
了遥 冶

中大奖后袁 张先生并没有把
喜讯与家人分享袁 他觉得中大奖
应该越少人知道越好袁 家人想用
钱直接给他们就行了袁 没必要告
诉他们钱的来源遥 （金嵌）

11 选 5 乐选新玩法自上市以
来袁以其独特的容错功能深受新老彩
友追捧袁即便选错一个号也有机会收
获成色不错的奖金遥 近日袁莆田市荔
城区西天尾镇商城 G2 区 2 幢的
63402站点频频传出捷报袁该站一位
忠实老彩友陈先生出手不凡袁三天连
擒乐选五奖金 2.76万元遥
据了解袁 热衷 11选 5玩法的陈

先生时常为选错一个号码无缘奖金

而懊恼袁于是研究出一套适合自己的
投注方法要要要任选六五胆全拖要要要

为此带来不少大大小小的奖金遥
任选六五胆全拖选中 4个号码

奖金为 90元袁 得知乐选五选错一个
号码也是 90元袁如果 5个号码全中袁
奖金比任选六五胆全拖更胜一筹后袁
陈先生便屡屡挑战乐选五新玩法遥从
11月 24日到 11月 26日连续三天袁
陈先生所选的乐选五皆错一个号码袁
11 月 24日中得奖金 3450 元袁11 月
25 日中得奖金 7475 元袁11 月 26 日
中得奖金 16675元袁多日擒获奖金合
计 2.76万元遥

在获得奖金的同时袁 由于恰逢
野11选 5大促销袁 任选乐选由你选冶
促销活动袁根据活动规则袁乐选五选
中任意 4个开奖号码的中奖彩票在
获得每注 90 元中奖奖金基础上袁还
另外获赠 25元的彩票袁 这样陈先生
除了中得的奖金 2.16万元外袁 还额
外获赠 6000元彩票袁真是可喜可贺浴

目前袁 体彩 11选 5千万大派送
活动仍在进行中袁 任选乐选由你选袁
感兴趣的彩友千万不要错过机会遥

（郑素珍） 漫画 /王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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