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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错过7星彩500万元几天后

汕头男子中大乐透1800万元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胡昌伟 通讯员

伍旭彬）

记者从汕头市体彩中心获悉，

日前， 该市中得大乐透第22062期1800

万元追加头奖的幸运儿现身领奖，并贡

献个人偶然所得税360万元。

值得一提的是， 该幸运儿表示，就

在中得大乐透1800万元大奖之前几天，

他还错过了1注500万元的7星彩头奖。

多期投注票斩1800万

继先后中出大乐透22005期627万

元和22042期1000万元大奖后， 汕头体

彩迎来今年第三个大乐透一等奖，这次

中奖奖金高达1800万元！ 6月初，大乐透

第 22062期前区开出号码“05、09、11、

12、31”，后区开出号码“07、11”，该市金

平区金陇南路36号之一的4404030341

体彩实体店中出1注追加投注一等奖，

奖金为1800万元，中奖彩票是一张投注

额为36元连投了6期的追加投注票，票

面上有2注单式号码，其中第2注号码与

第22062期开奖号码完全一致。

日前，大奖得主李先生

（化姓）

现身

汕头市体彩中心领取了1800万元大奖，

并一次性为汕头市贡献个人偶然所得

税360万元。

几天前遗憾错过500万

李先生透露， 自己是一名上班族，

也是大乐透游戏的爱好者，购买体育彩

票是其日常的娱乐活动之一。李先生投

注号码以机选为主， 喜欢多期连投，但

单票投注金额都控制在几十元上下。李

先生说：“中奖是运气好，没中也算是为

公益做贡献，我坚持理性购彩，绝不会

为中奖而进行大额投注。 ”

提到与体彩大奖的缘分，李先生表

示自己有个小遗憾：他除了买大乐透彩

票外，偶尔也会买7星彩，5月29日是7星

彩第22060期的开奖日， 他原本在纸上

写了几注号码准备投注，但那天最终因

为工作忙没有买成，后来才发现，7星彩

第22060期开奖号码， 居然跟他写在纸

上的1注号码一模一样， 非常遗憾地错

过了500万元大奖。

会继续购买体育彩票

谈及中奖感想，李先生直言：“买彩

票这么多年，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回去

后肯定还会接着用追加投注的方式买

大乐透，继续支持中国体育彩票和公益

事业。 ”

汕头市体彩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

中国体育彩票始终致力于体彩公信力

建设，不断提升开奖透明度，遵循“公

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从全透明开奖

到信息发布，每一个流程、每一个环节，

都时刻接受公众的监督，共同促进体彩

公益事业的健康发展。

惠州体彩开展驻点培训

干货满满提振实体店信心

信息时报讯（记者 胡昌伟 通讯员

李良荣）

记者从惠州市体彩中心获悉，

为提高体彩销售者的销售能力及服务

水平，近期，惠州体彩在该市各县区组

织开展为期 11 天的区域联网单场竞

猜驻点培训， 邀请培训师走进体彩实

体店，与代销者、销售员交流，培训现

场热闹且有序。“这次培训太有意义

了，干货满满，受益良多啊！ ”参与培训

的代销者李先生如此感慨。

培训师详细介绍区域联网单场竞

猜胜平负、胜负过关、上下盘单双游戏

规则， 并引导代销者将学习到的投注

方式和方法加入日常销售中， 让购彩

者更好地体验区域联网单场竞猜游戏

的乐趣。 培训师的讲解通俗易懂，刚入

行的体彩从业者认为本次活动很有吸

引力，容易理解，能将培训的东西带到

一线销售中；其他代销者、销售员则表

示培训师提供了新的方法， 对提升实

体店销量、 购彩者体验购彩及体验游

戏乐趣都非常有帮助。

与此同时， 培训师还结合责任彩

票及法规制度， 对体育彩票代销者的

销售行为规范进行解读， 包括体彩实

体店规范经营的“十禁止”行为，禁止

向未成年人售彩和兑奖等， 用大量案

例和理论分析， 突出责任彩票建设及

合法合规销售的重要性。 培训师生动

的讲解， 让体彩一线从业人员提升了

对非理性购彩行为的识别与应对能

力， 增强了责任彩票意识和风险防控

意识。

培训结束之后， 许多销售员仍主

动留在现场继续与培训师沟通交流，

学习热情高涨。 参与的代销者和销售

员纷纷对区域联网单场竞猜驻点培训

活动点赞，表示收获颇多，很多干货在

日常销售中是自己没有想到的， 回去

之后要把学习到的知识好好消化并为

自己所用。

民间棋王争霸赛佛山赛区开赛

区市赛均设奖，最高可赢 6500 元奖金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胡昌伟 通讯

员 朱礼球）

记者从佛山市体彩中心获

悉， 2022 年中国体育彩票全国象棋

民间棋王争霸赛佛山赛区近日全面开

赛， 即日起至 8月 31日， 象棋爱好者

可在佛山赛区指定体彩实体店参与比

赛， 在本赛区最高可赢取 6500 元奖

金， 全市前三名可晋级全省决赛。

据了解， 佛山全市共有 40 家体

彩实体店参与举办“全国象棋民间

棋王争霸赛” 的海选比赛， 禅城、 南

海、 顺德区各有 10 家， 高明、 三水区

各有 5间。 各店内均布置了“棋王对弈

角”， 随时静候高手汇聚， 一决高下。

相比往年， 本次佛山赛区放宽了

年龄限制， 除象棋国家大师称号及

大师以上的人外， 其他象棋爱好者

均可参赛。 佛山体彩今年也增设了五

区的区级赛， 决出冠、 亚、 季军， 分

别奖励税前奖金 1500 元、 1000 元、

500 元。 区级赛前 3 名参加全市决

赛， 争夺“佛山棋王” 称号， 并赢取

税前冠军 5000 元、 亚军 3000 元、 季

军 1000 元丰厚奖金。 佛山赛区前 3

名选手， 将晋级全省决赛， 并可赢取

后续赛事奖励。

据介绍， 所有的参赛选手均可通

过扫描活动二维码或直接搜索“中国

体育彩票” 微信小程序并登录， 进入

“棋王争霸赛” 活动页面进行报名后，

利用地图定位信息， 就近在附近的承

办赛事体彩实体店中参加比赛。 参赛

选手完成比赛后， 通过活动页面上传

成绩并获得积分。

佛山象棋爱好者在体彩实体店参赛。 佛山体彩供图

幸运儿（左）领奖现场。 汕头体彩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