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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选 7爆出今年第二注 500万

守机选号一月 擒大乐透巨奖

广告

继体彩 36 选 7 第 18010 期
漳州 31144 站点拿下新年首注
500 万元特等奖后袁1 月 30 日开
奖的第 18013 期体彩 36 选 7 再
爆 500万元特等奖袁由福清 20909
站点中得遥本期计奖结束后袁特等
奖彩池奖金仍达 4049万元袁采用
非胆拖复式票投注的彩友袁 一旦
幸运选中 7个正选号和特别号袁
将有机会实现中千万巨奖的梦
想遥
体彩 36 选 7 第 18013 期开

奖公告显示袁开奖号码为院正选号
13尧10尧08尧12尧33尧11尧29袁 特别号

36遥从当期开奖号码看袁最大看点
是四连号 10尧11尧12尧13袁当彩友普
遍认为如此出球格局应无人中特

等奖时袁 来自福清的彩友技压群
芳袁拿走当期 500万元特等奖袁由
位于福清市融城镇清航街 13 号
20909站点中得遥 该站还兼中 14
注二等奖袁由此推断袁这注 500万
元特等奖应出自一张 9 个号尧72
元的复式票遥至于大奖出自谁手袁
号码又是如何选出袁 请关注本报
后续报道遥

据了解袁体彩 36选 7在去年
共为福建彩友奉献 11注特等奖袁

单注奖金均为 500万元袁 其中泉
州尧莆田尧南平尧三明和厦门各揽
得两注袁龙岩揽得一注遥 在这 11
注特等奖中袁 南平光泽县杭头街
43号 50710站点独中两注袁 奖金
总计 1000万元袁出自一张 2倍投
注的单式票遥

今年 1月袁 福建彩友延续去
年的好运袁继续在 36选 7中攻城
拔寨袁 已拿下两注 500万元特等
奖遥 今年首注特等奖出自漳州市
芗城区腾飞路 387 号 31144 站袁
中奖的是一张 5注 10元单式票遥

（金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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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 12月 25日袁 体彩大乐
透第 17151期开奖袁 当期中出 1
注 1000万元一等奖和 2 注 1600
万元追加一等奖袁 其中 2注追加
一等奖落入莆田市城厢区月塘街

360号 60196站遥 据了解袁 莆田
60196站中得 3200万元巨奖是一
张 5注追加倍投票袁 其中第 1注
命中当期开奖号码袁 中奖者是
1989年出生的程先生遥

巨奖“种子”源于机选
购买公益体彩已有五年的程

先生袁平时除购买大乐透外袁还喜
欢玩 11选 5遥 他说玩 11选 5袁他
只买任选六袁最高中过 900元遥投

注大乐透袁他一般机选购买袁他觉
得大乐透虽然奖池高袁 但想中大
奖并不简单袁 因而采取机选碰运
气遥这次投注的 10注号码是他去
年 11月机选的袁后来看到莆田仙
游度尾镇一位野90后冶女彩友 10
倍中得大乐透 6550万元袁他很受
启发袁 就开始守这 10注机选号遥
与中 6550万巨奖女得主不同袁他
选择了追加投注遥 程先生开心地
说院野这 10注号码守了一个月袁只
是偶中小奖袁未承想袁其中有一注
号码居然是千万巨奖的耶种子爷遥 冶

好运来临心领神会
程先生一直都在 60196站点

购彩袁这段时间又是守号袁因此开
奖号码揭晓袁 有人告诉程先生中
奖后袁他心领神会袁用手机打开福
建体彩官网袁 查看了一下大乐透
开奖号码遥 虽然他没办法全部记
住 10注投注号码袁但两张彩票的
第一注号码还能记得遥 看到开奖
号码后袁他心里咯噔一下袁随即把
中 3200 万元巨奖的事告诉了妻
子遥妻子听到后袁一脸不屑袁野就你
那运气袁还能 3200万钥 骗谁呢浴 冶
他把彩票给妻子核对袁 之后夫妻
俩一夜无眠遥

领完奖金必去旅游
如此巨奖是否有预感钥 程先

生表示袁那天中午有些不舒服袁没
吃午饭袁路过体彩站点时袁想着当
天是大乐透开奖日袁还没买袁就顺
道进去把旧票复制了一下遥 午休
后袁他才觉得感觉好些遥

对于这笔奖金袁程先生表示袁
在没中大奖前袁跟同事聊天时袁经
常会说如果中了大奖袁 要如何如
何袁可真的中了袁还真不知道要干
什么袁这或许就是野当局者迷袁旁
观者清冶遥程先生说妻子很喜欢旅
游袁这次中了 3200 万袁肯定要带
着妻子好好地享受一下大自然的

风光遥
（金嵌）

大乐透第 17151期一等奖中奖
彩票

献爱心让自己更开心
去年 11月 20日下午袁 福州

的黄先生外出办事袁 路过华林路
192号红房酒楼楼下的 20385体
彩站点袁掏出 10元购买了 4注大
乐透单式票和 1注 22选 5遥 没想
到那张大乐透暗藏惊喜袁 当晚中
得一等奖袁 黄先生共收获 1注一
等奖尧1注二等奖尧2注五等奖袁奖
金合计 588.23万元遥

钟情数字关注体彩
黄先生说袁 他从小就对数字

敏感袁体育彩票上市后袁他觉得自
己的爱好有了施展空间遥 研究走
势图让他每天非常充实袁 特别是
重球尧合值尧奇偶等出现后袁更让

他意识到袁只要长期研究袁肯定能
找出规律袁 于是体彩的每种数字
型游戏袁 他都热衷自己选号遥 他
说院野我每期投注最多不超过 50
块钱袁中不中奖是次要的袁关键是
每天都能奉献一点爱心遥 冶 几年
前袁黄先生中过体彩 36选 7二等
奖 9000余元遥 他每天休息时袁都
会上网看一看大乐透的走势图袁
推算一二遥

中奖秘诀原来如此
这次的中奖号码是黄先生投

注前一天研究好的遥 他说院野我是
先看近 100期的走势袁 然后观察
每粒球的出球次数袁 找出它们出

球间隔期数袁 就大概定出了我想
要遥 比如前区 01袁前两次出现都
间隔十期以上袁17135期又出现袁
那这期肯定会来个重球曰 如果前
区定 01袁 我观察后区带 03频率
非常高袁所以非常看好曰再从后区
定下的 03看前区袁 我又发现 11
和 22出现的次数非常多袁 于是
11尧22也诞生了曰而 22 前一次出
现配了 21袁 所以我也很看好曰随
后我又感觉这期后区可能会重现
17129期和 17130期的走势袁看好
03尧04袁 所以 4 注的后区全部一
样袁 这才有 4注号码都中奖的情
形遥 冶

虽中大奖坦然面对
开奖第二天袁 黄先生上网查

看了开奖号码袁 当他一看到后区
开奖号是 03尧04时袁非常开心袁因
为 4注都中了奖遥 之后再核对前
区号码袁1 注 587 万元一等奖收
入囊中遥为确认中大奖这一事实袁
黄先生就近找到一家网点验证袁
得到肯定答案后袁 他利用空闲时
间去兑奖遥黄先生说袁献爱心让自
己更开心袁坚持购买多年袁这已成
为生活习惯袁中奖时常有袁只是这
次中了大的袁中奖后更要淡定袁继
续保持这样的节奏袁 让每天都充
实起来遥 （陈珍）

大乐透第 17136 期一等奖中
奖彩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