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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学钢 通讯员

陈家博）

今年9月5日是我国第七个“中华

慈善日”，主题为“携手做慈善，传播真善

美”。 通过“中华慈善日”系列活动，广泛

动员社会各界参与慈善事业， 传递向上

向善的正能量。 记者从潮州福彩中心获

悉，在“中华慈善日”之际，潮州市民政局

在市人民广场开展本次慈善工作宣传活

动，市福彩中心积极参与，向广大市民宣

传福彩的公益属性及传播公益理念。

当晚， 在人民广场慈善工作宣传活

动现场，开展“中国福彩 一起造福”专题

灯谜活动，用福利彩票的宗旨、玩法等内

容制作成谜面供市民竞猜， 在场的灯谜

爱好者纷纷踊跃举手参与， 一个个谜底

被揭开都是福彩的名词，现场欢声笑语，

掌声不断， 很多市民都表示通过这种形

式的活动，学习了不少福彩知识。

在灯谜的两侧， 福彩中心组织投注

站摆摊设点， 开展即开票刮刮乐推广宣

传活动， 在场工作人员还向过往市民开

展福彩普法宣传，逐条解读“非法彩票”

的各种形态，提醒市民擦亮眼睛，共同打

击“私彩”和非法网络彩票等行为。

与此同时， 福彩摊位向过往市民介

绍近期彩票营销活动刮刮乐即开票玩

法，桌上摆放的“喜相逢”吸引了许多的

市民朋友踊跃参与到刮彩活动当中来，

活动现场一度十分火爆。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学钢 通讯

员 梁一鸣）

9月11日， 双色球第22105

期开奖， 江门开平市新昌路37号福彩

第44122425号投注站传出喜讯，该站一

位彩民以一张红球胆拖+复式投注的

彩票中得总奖金1005564元。9月15日上

午， 江门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联合开

平市民政局， 共同为该站点举行庆祝

中大奖宣传活动， 为站点颁发中奖证

书和宣传奖励金。

购彩结缘

3

人合买

9月14日，中奖者海先生

（化姓）

到

江门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兑奖。 据海

先生介绍， 他买中国福利彩票差不多

两年时间， 起初是在一位有着几年彩

龄的朋友推荐下，加入购彩行列。 这次

中得的百万元大奖，是3人合买，结果

幸运收获大奖，海先生受彩友的委托，

代表大家前来兑奖。 3人去年在投注站

因购彩结缘， 经常在投注站一起交流

双色球的开奖走势和选号心得。 今年

初，3人开始组团合买， 每次合买每人

各选1个红球胆码和5～6个红球拖码，

组成3胆码15或16拖码，再商议选上2～3

个蓝球。

海先生坦言，胆拖+复式投注的中

奖面更宽，但是购彩金额也比较大，因

此他们坚持理性购彩量力而行， 并非

每期都组织合买， 而是根据各自经济

条件，间隔几期才组织一次合买。

说起来他们的运气不错， 合买以

来中过几次1万多元、3万多元奖金的

小奖，这次中得100万元奖金，更是“芝

麻开花节节高”。 海先生表示，中奖后

奖金将平分， 彩友同意继续合买双色

球，在理性购彩娱乐中支持公益事业。

站点服务好受称赞

在聊天中， 海先生表扬了投注站

的销售员陈雨春。 据他说， 每次合买

购彩都是委托销售员打票。 陈雨春服

务到家， 开奖公告消息和小奖奖金都

会及时转给他。 有时需要到江门市福

彩中心兑奖， 也是放心委托她予以代

劳。

9月11日晚开奖后，陈雨春获悉投

注站中出二等奖3注，查验是海先生的

彩票中奖， 第一时间联系并祝贺了海

先生， 随后立即前往约定地点交还了

中奖彩票。

在庆祝中大奖宣传现场， 销售员

陈雨春表示，彩民是流动的，要变成自

己站点的忠实彩民， 就需要为彩民提

供贴心的增值服务， 增强彩民对投注

站的归属感，对公益福彩的认同感。 诚

信立身， 也是广大江门市福利彩票销

售员的共同品德。

责编：范诗曼 美编：余永康 校对：段丁

天天福彩

2022.9.23��星期五

INFORMATION TIMES

A15

开奖啦!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学钢 通讯员

郭新庆）

9月21日上午， 广州市福彩中

心举办了“购买双色球，汽车开回家”活

动第八期抽奖仪式，一等奖“汽车+8万

元现金”大奖再次花落海珠区。 本期抽

奖仪式结束后，市福彩中心宣布2022年

度“购买双色球，汽车开回家”大型营销

宣传活动圆满结束。 据统计，海珠区彩

民成为本届活动最大赢家， 共中得3辆

汽车。

最后一辆车花落海珠

据悉，第八期彩票有效抽奖范围为

2022年9月12日至9月18日

（双色球第

22106

期至双色球第

22108

期 ）

， 参与登

记抽奖的有效票数为262905张。 当期15

个二等奖和1个一等奖从这26万多张有

效登记的彩票中抽取。

抽奖仪式现场，市福彩中心工作人

员将省福彩中心提供的数据光盘从密

封好的信封中取出，放入专用的抽奖电

脑并将抽奖数据导出至抽奖软件中，抽

奖环节正式开始。 经过抽奖嘉宾们的16

轮抽取，一、二等奖先后“出炉”。 随后，

广州市公证处工作人员当场宣读了公

证书，宣布抽奖结果真实有效。 本期一

等奖由来自海珠区新港西路大江苑南

贤大街2号第44010095站的彩民中得。

根据活动安排，第八期一、二等奖

抽奖结果已在全市各福彩投注站及广

州福彩网公布。 本期中奖彩民须在9月

27日前凭中奖彩票原件及本人有效身

份证件到广州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越

秀区西湖路

99

号

1

楼

44011888

投注站办

公窗口 ）

办理兑奖手续，逾期未办理者

将视为自动弃奖。

活动筹公益金超

7797

万

抽奖仪式结束后，广州市福彩中心

宣布2022年度“购买双色球，汽车开回

家”大型营销宣传活动正式结束，活动

共计送出广汽传祺GS8汽车8辆、 华为

P50 Pro手机120部、赠票金400万元以及

现金64万元。 来自海珠区的彩民成为本

届活动的最大赢家，共中得3辆汽车；南

沙区彩民紧随其后，共中得2辆汽车，其

余3辆车分别由番禺、白云、荔湾区的彩

民中得。

据统计，7月25日至9月18日活动期

间，全市共销售双色球彩票超2.16亿元，

筹集公益金超7797万元，筹集到的公益

金将用于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

9

年累计送出

70

辆轿车

据了解，为真情回馈彩民，广州福

彩自7月25日重磅推出2022年度“购买

双色球，汽车开回家”大型营销宣传活

动，这也是该中心连续第九年开展“送

汽车”活动，购买符合条件的双色球并

登记即可参与汽车大奖的角逐。 为扩大

中奖面，惠及更多彩民朋友，今年的活

动还特别安排400万资金开展赠票活

动。 自2014年活动启动以来，活动形式

从“入围抽奖送汽车”升级为“每周送出

1辆车，连送8周”，奖品从“汽车+6万现

金”升级为“汽车+8万现金”，每年都较

往届有所创新，现已成为广州福彩品牌

营销活动，深受全城彩民的欢迎，9年内

已为彩民送上70辆汽车。

广州福彩2022年度“购买双色球，汽车开回家”活动圆满结束

海珠彩民中3辆汽车收获最大

潮州福彩助力

“中华慈善日”

福彩摊位的刮刮乐受到市民追捧。

潮州福彩供图

幸运传真

红球胆拖+复式投注双色球

江门3人合买喜中百万奖

江门福彩为出奖站点颁发奖金。 江门福彩供图中奖彩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