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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彩友一晚收获 3注百万大奖

一天刮出两个顶呱刮 25万

广告

2月 1日晚袁 体彩为福建彩
友献上 3注百万大奖袁其中 31选
7一期爆出 2注 233万元一等奖袁
分别由漳州 31122站和宁德霞浦
40491 站中得曰 排列 5诞生 1注
100万元大奖袁由福清 28605站中
得遥
体彩 31 选 7 第 18032 期开

奖公告显示袁 当期一等奖劲爆 2
注袁单注奖金 233.63万元袁分别由
漳州市新元茗苑 12幢 05号店面
31122 站和宁德霞浦县万福嘉华
3幢 107 号 40491站中得遥 据了
解袁 这两注百万元一等奖均出自
复式票袁 其中漳州 31122站的为
一张 10个号码的复式票袁 霞浦
40491 站的则为一张 9个号码复

式票遥 至此袁体彩 31选 7今年已
为福建彩友奉献 8 注一等奖袁其
中 7注奖金在百万元以上袁 厦门
独中 3注百万元一等奖袁福州尧三
明尧漳州和宁德各 1注袁另一注未
达百万元的一等奖出自泉州遥

在排列 5 第 18032 期开奖
中袁 福建收获 11注 10万元一等
奖袁 其中 10注出自同一家站点袁
由福清市石竹街道凯旋城小区
28605站中得袁 中奖的是一张 20
元 10倍投注的彩票遥 据了解袁自
2007年来袁 福建彩友已在排列 5
游戏上收获 35个百万元大奖袁单
人最高中奖纪录为 510 万元袁是
去年第 17076期福州长乐 23821
站一彩友中得遥

进入 2018年袁福建彩友鸿运
当头袁 在体彩各玩法上揽获一个
又一个百万大奖袁老牌游戏 31选
7当仁不让地成为福建彩友撷取
百万大奖最多的平台袁 已奉献 7
注百万级一等奖曰36选 7奉献了
2注 500万元特等奖曰大乐透也奉
献了 1 注奖金为 1462 万元一等
奖曰传统 14场胜负彩奉献了 2注
176万元一等奖曰 而单注奖金仅
8.4万元的 31选 7附加游戏任选
六也爆出 1注 126 万元大奖袁单
注奖金 10 万元的排列 5 不甘寂
寞袁奉献出 100万元大奖遥 至此袁
福建彩友今年已中得 14 个百万
元一等奖遥

（金嵌） 漫画 /王青

2 月 2日是福州彩友的丰收
日袁一天刮出两个顶呱刮 25万元
超值大奖袁一个来自野滚雪球冶袁由
福州晋安 23543站中得曰 另一个
来自 野十二生肖冶袁 由福州鼓楼
22303站中得遥两位中奖者均在刮
出大奖后袁 第一时间现身领取了
25万元奖金遥

首次出手一刮即中
来自福州晋安晋安新村

6#10 号店面 23543 站的幸运者
年先生是外地人袁 去年来福州工
作遥 之前从没接触彩票的他袁在 2
月 2日一早袁 与同事一起吃过早
饭袁便被拉着到体彩站点买彩票遥
在站点袁年先生问怎么买袁他的同
事便说院野不会买袁就机选袁说不定
就中了遥 冶他听了同事的话袁机选
了 5注大乐透袁 之后又跟同事一
起袁随手买了一张野滚雪球冶顶呱
刮彩票遥刮着刮着袁年先生问院野我
这张是不是中奖了袁 出现了一个
250000遥 冶几个同事凑上前去袁一
看便惊叫起来 袁野是 25 万元大
奖浴 冶一听同事这么说袁年先生也
紧张起来袁 赶忙叫站点工作人员
确认袁并询问如何兑奖遥 确认后袁

他立即请假袁 直奔福建省体彩中
心办理领奖手续遥领奖后袁他激动
地说院野这下好了袁 今年的 耶年终
奖爷有着落了袁还能过个好年遥 冶

连续“作战”收获满满
来自福州鼓楼区温泉街道树

汤路 172号 22303站的幸运者李
先生购买公益体彩已有多年袁之
前最高中过几千元遥 李先生平时
不仅喜欢刮顶呱刮袁 还喜欢购买
大乐透和 11选 5遥 2月 2日吃过
午饭袁李先生便到站点买彩票袁看

到顶呱刮在搞促销活动袁 便动了
心袁于是先拿了一包野十二生肖冶袁
刮了十来张袁只刮中小奖遥 接着袁
他又换了另一包 野十二生肖冶袁才
刮到编号 003袁 便刮出了 12个生
肖字遥 根据游戏规则袁他中得 25
万元遥 年关将至袁 这突如其来的
25 万元大奖着实让李先生乐坏
了袁 他兴奋地说院野没想到体彩给
我发了这么大一个大红包袁 今年
春节好过了浴 冶

促销活动火热进行
现在袁野体彩嘉年华袁 新春送

豪礼冶 顶呱刮即开票营销活动正
在火热进行袁活动期间袁凡购买福
建省授权销售的游戏院 面额 2元
的野招财猫冶尧5元的野冰雪极限冶尧
10 元的野十二生肖冶尧20 元的野发
发发冶尧30元的野天降财神冶5款即
开型体育彩票袁 均有机会获得等
值的顶呱刮彩票遥 （金嵌）

快递员同期连环中奖四万多
新年开门红袁好运挡不住浴莆

田市矿远卫浴城 60025体彩站点
迎来新年同一期连环中奖喜单遥

据业主林女士介绍袁1 月 11
日下午袁 一位快递员到她的站点
送快递袁她签收后袁随口问快递员
要不来买几注彩票袁试试运气遥快
递员随手拿起投注单写了几组数
字袁交给林女士遥 拿到彩票后袁这
位快递员马上离开站点接着送快

件去了遥
15日袁这位快递员又来站点

送快件袁 顺便把几天前买的彩票
交给林女士兑奖遥 林女士往机子
里一刷袁 发现他中得 36 选 7 第
18005期一等奖袁 其中一注号码
选中 6 个正选号分别是 05尧11尧
22尧23尧25尧28及特别号 16袁 已超
出她的兑奖范围袁 赶忙嘱咐这位

幸运者到当地的体彩分中心去兑

奖遥幸运有时就是这么神奇袁这位
快递员的其余三张彩票也中得小
奖遥 同期连环中奖让这位没有多
少购彩经验的快递员中奖 4.24
万元遥

（郑婧婧）

小伙带 11万大乐透奖金回家
这次回家过年对于在陈埭务

工的小林来说有些不一样袁 前不
久袁他被幸运女神眷顾袁喜获大乐
透奖金 11.6万元遥

小林在陈埭镇下村附近工
作袁 平时没事喜欢在七一中路
1213 号 3505010484 体彩网点购
买彩票遥 对着墙上的走势图写出
自己看好的号码袁 小林总有种满
足感遥 1月 24日袁他看好大乐透
前区 03尧12尧13尧15尧23袁 后区 01尧
10 这组号码袁感觉特别好袁就追

加并 7 倍
投注遥 就
是 这 张
21 元 的
彩票 袁让
小林喜获
第 18011
期 11.6
万 元 奖
金遥小林中奖后直呼幸运袁并表示
回家要好好孝敬父母浴

（杨燕玉）

赠送方式如下表：

面值 游戏 中奖金额（元） 分别赠票金额（元）
2元 招财猫 100、1000 100、1000
10元 十二生肖 100、1000 100、1000
5元 冰雪极限 50 50
20元 发发发 50、500、5000 50、500、5000
30元 天降财神 50、5000 50、5000

“滚雪球”25万元中奖彩票 “十二生肖”25万元中奖彩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