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 1月 19日 星期五

■编辑 /王青 ■电话 /010-87194398 ■版式 /王青4 ·要闻 福建
专刊中国体彩报版

本报提醒
彩市有风险投注需谨慎
未成年人请勿涉足

★本报社址：北京体育馆路 8号 ★编辑部地址：北京体育馆路 8 号 ★邮编：100061 ★编辑部电话：010-87194398 ★广告部电话：010-87194398 ★本报微博：http://t.qq.com/zgtcb-bj

绎本报印点：北京 南京淮安成都乌鲁木齐兰州拉萨昆明南昌合肥银川 重庆 广州 厦门 绎发行部电话：010-67150150 绎广告许可证号：京东工商广字第8071号 绎周一、三、五出版
本报提醒
彩市有风险投注需谨慎
未成年人请勿涉足

★本报社址：北京体育馆路 8号 ★编辑部地址：北京体育馆路 8 号 ★邮编：100061 ★编辑部电话：010-87194398 ★广告部电话：010-87194398 ★本报微博：http://t.qq.com/zgtcb-bj

绎本报印点：北京 南京 淮安 拉萨 昆明 南昌 合肥 银川 厦门 长沙 绎发行部电话：010-67150150 绎广告许可证号：京东工商广字第 8071号 绎周一、三、五出版
本报提醒
彩市有风险投注需谨慎
未成年人请勿涉足

光泽 选 千万巨奖源自乡亲之口

两位女彩友大乐透同中二等奖

幸运无处不在袁 就看能否抓
住遥 来自光泽的陈先生在乡下干
活期间袁与当地乡亲闲聊时袁让几
位随口说几个号袁未承想袁他们居
然就是陈先生命中的贵人袁 他把
几位乡亲说的 6个号再配上当时
看手机的时间袁 便组成了一注号
码投注第 17132期 36选 7袁 并投
注倍遥 最终袁他仅花 4元袁就踏上

了千万巨奖的舞台遥中得巨奖后袁
长年生活在光泽的陈先生异常激
动袁他说院野中 1000万元袁真得好
好谢谢乡亲们袁 没有他们的幸运
号袁就没有我的巨奖遥 冶
众说号码助力投注
据陈先生介绍袁 去年 11 月

10 日袁他说去乡下干活袁其实真
正的目的是去喝喜酒遥 其间许多

人聚在一起聊天遥聊着聊着袁兴致
颇高的陈先生脱口而出院野今天难
得一聚袁心情又好袁何不随口说一
说彩票的投注号码遥冶虽然众人没
有全部说号袁可其中 6人袁每人对
陈先生说了一个号遥 原本是一场
解闷的闲聊话题袁未承想袁这随口
一说的号码居然帮助陈先生登上
了千万巨奖的舞台遥 因为当时刚
好是傍晚 6点多袁 陈先生便加了
个 06袁 组成一注 7 个号的单式
票遥回到光泽县城袁陈先生路过杭
头街 43号 50710体彩站点时袁顺
手拿这注号码投注了 36选 7袁并
进行了 2倍投注遥 虽然当时陈先
生抱着好玩的心态购彩袁 结果这
无心之举袁 点燃了他冲击巨奖的
梦想遥

中奖千万瞬时发愣
野双 11冶袁陈先生的妻子乐此

不疲地忙于网购袁一旁休息的陈
先生也不忘当野参谋长冶袁帮着妻
子挑选东西遥 当晚 7点多袁陈先
生的微信朋友圈里比网购还要

热闹袁 因为当晚开奖的 36 选 7

第 17132 期 袁2 注令人心动的
500 万元特等奖同时降临光泽
县袁 而 50710 站点就是这 1000
万元巨奖的受益站点遥他购买的
彩票正好出自这家站点袁而且又
是 2倍投注袁这一连串的信息汇
集到一起袁立即让陈先生有些坐
不住了遥 他想都没想袁就进了房
间袁并把彩票取出来核对遥 果不
其然袁他的这张 2倍投的 36选 7
彩票中了特等奖遥 突如其来的
1000万元巨奖袁当即让陈先生发
了愣袁 以至于妻子的喊叫声袁才
让他回过神来遥
领完巨奖感谢乡亲
中得 1000万元巨奖后袁陈先

生夫妻俩居然把网购的事忘得一
干二净袁一连几天都没睡好觉遥在
办理兑奖手续时袁他表示袁这次能
幸运邂逅巨奖袁 乡亲们的功劳最
大袁要不是他们说出的号码袁也就
没有他的千万了袁 所以他要好好
感谢乡亲们袁 与他们一同分享中
奖的喜悦遥
不过袁话又说回来袁陈先生中

千万巨奖的事袁 让人听了有些不
可思议袁 大家肯定觉得这是一个
离奇的中奖故事袁 不知看了之后
是否相信钥当然袁不管大家是否相
信袁反正体彩 36选 7第 17132期
1000 万元巨奖被光泽彩友独中
是真实的袁 当地的乡亲们也能感
受到千万巨奖的真实存在遥

（金嵌）

体彩 36 选 7 第 17132 期特等
奖中奖彩票

去年 12月 23日晚袁 体彩大
乐透第 17150期福建诞生的两注
二等奖袁两位中奖者同为女性遥厦
门湖里区穆厝路 5路 B栋 112店
面 96385站彩友以一张 9垣2复式
票袁中得奖金 28.74万元袁平潭万
宝路中段北侧台亚岚新城 24043
站彩友则用一张 5注单式追加票
中奖 45.22万元遥 说来也巧袁两位
女彩友竟然同期中奖袁同天兑奖袁
而且同是机选票遥

说起幸运中得追加二等奖
45 万元袁 平潭的施女士略显激
动袁 说是运气好才能中这么多奖
金遥近几年袁施女士购彩走到哪儿
买到哪儿遥她平时只玩大乐透袁每
期买守号 1注垣机选 4注袁而且都
要追加遥
施女士曾在厦门尧 南京等地

工作袁最近才回平潭发展袁没想到
才半个月就幸运中奖袁 看来家乡
才是她的福地遥中奖第二天袁施女
士拿着彩票去兑奖袁 结果兑不出
来袁经过仔细核对袁才知中了二等
奖袁 销售员对她说袁20万元以上
的奖金要去福州兑奖袁 没想到这
竟让她与同期的中奖者打了个照
面遥
厦门 96385站的中奖者阮女

士来自上海袁 因为到厦门过圣诞
节袁她于 12月 23日傍晚袁机选了
一张 9垣2复式票袁幸运中奖 28万
元遥

阮女士说袁 她公司的业务比
较广袁平时经常到各地出差袁所以
体彩也是在全国各地买遥 与施女
士一样袁她也只玩体彩大乐透袁而
且都是机选遥之前袁她与几个朋友
说好袁 相约到厦门过圣诞节遥 12
月 23日袁她来到厦门的第一件事

就是购买大乐透遥
开奖当晚 10点半袁阮女士用

手机查询袁发现自己中得二等奖遥
圣诞节当天袁她赶到福州兑奖遥这
是阮女士第二次中大乐透二等
奖袁上次中奖是在上海袁去年 11
月 25日开奖的大乐透袁当时因为
全国中的注数较多袁奖金是 14万
多元遥 这次阮女士中的奖金是上
次的两倍多遥

（陈珍）

广告

体彩大乐透第 17150期两张二等奖中奖彩票

莆田彩友 31选 7中奖 4万多
莆田的忠实彩友老刘凭

着对公益体彩的坚持于 1月 7
日以一张 4 元机选票独中一
注 4.24万元二等奖遥

据老刘讲袁十几年来他对
体彩的各玩法都一一购买过袁
尤其对 31选 7尧36选 7和大乐
透情有独钟袁31选 7和 36选 7
每期都会花 16 元自选一注 8
个号码的复式
票袁 再机选 2 注
单式合成 20元袁
大乐透则机选 10
元遥

退休后 袁老
刘闲来无事就会
到体彩站点同彩
友们聊天谈彩
票袁 这已成为他
不可或缺的娱

乐遥 1 月 7 日傍
晚袁 老刘来到莆
田市城厢区龙平
街 86 号 61540
站点袁 看了一会
儿走势图袁 又按
老规矩投注遥 皇
天不负苦心人 袁
他的坚持终于打

动了幸运女神袁喜揽 4.24万元
二等奖遥

因为坚持袁所以幸运遥 更
为幸运的是袁 为庆贺新年袁回
馈 31 选 7 福建的新老彩友袁
省体彩中心开展 31选 7游戏
500万派奖活动袁 活动正在进
行袁欢迎彩友参与体验遥

（陈萍）

31选 7二等奖中奖彩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