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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奖啦!

幸运传真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学钢 通讯员

周萍华）

近日， 位于肇庆市高新区曙光

街178号的第44171207号福彩投注站传

来喜讯， 幸运彩民喜中刮刮乐“好运十

倍”一等奖40万元。记者从肇庆市福彩中

心获悉， 中奖次日下午， 中奖者李先生

（化名）

现身肇庆市福彩中心办理兑奖手

续。

据了解，李先生是一名资深彩民，购

买福利彩票有6年时间了，平时喜欢玩双

色球、3D、快乐8游戏等玩法，偶尔也会

刮几张刮刮乐试试运气，他对票面喜庆、

奖级丰富的“好运十倍”刮刮乐更是情有

独钟。

中奖当天， 李先生像往常一样到家

附近的44171207号福彩投注站购彩，他

看见销售柜台里摆放着琳琅满目的刮刮

乐，一眼就被红红火火的“好运十倍”吸

引住了，于是买了2张，当刮开第二张时，

发现在“我的号码”中，出现了和“中奖号

码”相同的数字“17”，他顺手刮开了奖金

区，居然显示“￥400000元”奖金字符！ 李

先生顿时惊喜万分，大奖来得太突然，一

时间不敢相信自己中了一等奖。 一旁的

销售员看到后， 笑得合不拢嘴， 欢呼起

来：“恭喜您中大奖了！ 40万元！ ”

李先生表示大奖来得太意外， 感慨

地说：“每次都是抱着娱乐的心态买彩

票， 没有想到这次居然中了40万元大

奖。”他表示领到奖金后会和家人一起商

量，详细规划后再使用这笔奖金，以后会

继续购买福利彩票，用爱心助力公益。

刮刮乐“好运十倍”，面值10元，一等

奖40万元，玩法简单中奖率高，一直深受

彩友们的喜爱， 它采用经典的对数字玩

法，和其他票种有所不同的是，这款彩票

采用了“一对多”的游戏方式，既简单好

记， 又有多次中奖机会， 延长了游戏时

间，增加了游戏的趣味性。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学钢 通讯员

莫冠婷）

6月21日晚，福利彩票双色球第

22070期开奖，当期恰逢广东福彩“幸运

双色球，你中奖我买单”1400万元赠票营

销活动首期，当期全省共送出逾120万元

赠票。

当期双色球一等奖在全国中出9注，

单注奖金713万多元。 这9注一等奖花落

七地，河南中出3注，上海、福建、广东、广

西、陕西、甘肃各中出1注。 据核查，广东

一等奖落户佛山市， 中奖彩票是一张自

选的10元5注单式票，由三水区乐平镇南

边工业大道93号的44130460投注站售

出，出票时间为6月21日17点51分。

记者从广东省福彩中心获悉，第

22070期双色球是广东福彩“幸运双色

球，你中奖我买单”1400万元赠票营销活

动首期。据统计，当期全省符合赠票规则

的彩票数量共20340张， 合计送出120万

多元赠票。

据介绍，活动期间，在广东省内

（不

含深圳市 ）

福彩销售渠道，采用“7个红

球+2个蓝球

（

7+2

）

、8个红球+2个蓝球

（

8+2

）

、9个红球+1个蓝球

（

9+1

）

和10个

红球+1个蓝球

（

10+1

）

”4种复式投注方

式，购买双色球游戏彩票

（倍数不限 ）

且中奖的， 在兑取中奖奖金时以返还与

该张彩票投注金额相等的购票金方式，

赠送该张中奖彩票。 广东省福彩中心提

醒广大购彩者， 单张中奖彩票的赠票金

只限该张彩票兑奖时一次性领取。 在活

动有效期内， 符合赠票条件且在兑奖有

效期内的彩票， 最后获取赠票截止时间

为活动结束之日起7个自然日内， 逾期

未领视为自动放弃领取该彩票的赠票

金。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学钢 通讯员

李娜）

福彩双色球第22066期开奖，单注

奖金515万余元，惠州彩民中得1注头奖。

记者从惠州市福彩中心获悉， 这是惠州

今年中出的第13注双色球一等奖， 平均

每个月2注之多，惠州彩民的运气实在不

一般。开奖后，双色球大奖得主只身一人

现身兑奖， 这位铁杆彩民是小复式票投

注，共揽获总奖金517万余元。

彩民自选小复式揽大奖

惠州市中奖彩票是一张14元“7+1”

复式自选票， 该张彩票中出一等奖1注，

单注奖金5152928元，三等奖16注，奖金

18000元，单票总奖金共计517万余元。开

奖第三天，中奖彩民张先生

（化姓）

只身

前来惠州市福彩中心兑奖。 张先生买彩

票有近20年， 对福利彩票的公益属性很

认同，所以买福彩的心态特别淡定。

据张先生介绍， 他平时会在工作之

余和朋友一起参加一些公益活动， 在力

所能及的情况下去帮助别人。 他认为这

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他会一直坚

持去做，包括购买福利彩票。

关于选号和投注方式， 张先生说其

实他并没有太在意。 这张中奖彩票已经

买了3年多。采用小复式投注也只是为了

换一种玩法，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战术”。

张先生说， 这几年他都固定在一家站点

买，号码也基本固定，每周3期，每期固定

买4张“7+1”小复式票。

张先生平静地说：“以平常心购彩，

中奖是两全其美的事， 不中也是在为公

益出一份力。 目前奖金还没有特别的规

划，奖金会先存着。 ”

老站用心经营终有收获

惠城区南坛北路24号第44080756

站， 是此次中出大奖的站点。 这家站点

2006年就开始营业了， 是间面积不足20

平米的小站点。由于位处市区内，一直没

有条件扩宽站点，不过站主非常用心，隔

几年就会装修一下站点， 添置更换一些

店内摆设， 为彩民营造一个舒适的购彩

环境。“最近一次装修站点是在年前，没

想到装修好仅半年时间就中出大奖，真

是令人欣喜！ ” 站点销售员袁月浩介绍

说。

袁月浩自2015年开始就在这家站点

做销售员， 一等奖彩票正是由她售出。

“我们这家站点的彩民多为附近居民，而

且都是年龄偏大一些的彩民。 虽然他们

一般投注都不多， 但都是真正的福彩铁

粉， 来站点购彩也是他们的一个精神寄

托，有时我们还没开店，早上不到八点他

们已在店外等着。 ”

面对如此忠实的铁粉， 袁月浩表示

非常感动， 她也加倍用真诚贴心的服务

来对待每一位到站支持福彩的彩友们。

这次站点中出大奖，袁月浩说，第二天一

早就请广告公司制作了条幅、喜报，买了

两个花篮摆在店外，店内买了糖果，还准

备了双色球和即开票， 送给每一位到店

购彩的彩民，一方面烘托喜庆气氛，另一

方面是为了感谢彩友。

袁月浩说，这个中奖者，是他们站点

的常客。 因为常年来一直在他们站点购

彩，对他们比较信任，他是双色球每期固

定买，让投注站帮忙打好，每周一过来核

对一次。

“这次中奖他当时是不知道的，是我

核对了彩票后，电话通知他到站点取票，

并指导他到市福彩中心兑奖。”袁月浩表

示，彩民中奖是她感到最开心的事，也是

福彩对彩民最好的回馈。

惠州铁杆彩民兑走517万元奖

今年该地区已中出双色球头奖13注

双色球大奖出奖站点和中奖彩票。

惠州福彩供图

肇庆彩民中 40万元

彩请速递

广东福彩“你中奖我买单”

首期送出逾120万元赠票

刮“好运十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