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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潮州市相关单位为该投
注站颁发中奖证书。据介绍，此次中
得一等奖的合购彩票共被分为 22
份，共 17 位彩民合购，其中一位彩
民认购 5 份， 成为该次合购中奖最
大赢家，税后奖金高达 178 万元。

投注站站主李女士激动不已
地说道：“此次合购票是由我来挑
选号码，参与合购的都是这附近的
村民， 很多都是我的朋友和同学。
当晚我看着直播开奖，发现中奖的

时候都激动地说不出话来了。 平复
心情后，一一给参加合购的彩民朋
友们打电话告知大家这一好消息，
隔天一早大家就都到店里集中开
会，都激动得一宿没睡。 ”

据了解，参加此次合购票都是
福彩的铁杆彩民，大家也是本着献
爱心的想法，没想到这次就这么幸
运中奖了。 他们粉粉表示，会继续
为福彩慈善事业做贡献，尽自己的
一份力。

潮州17位彩民集体现身
喜提双色球

976万元大奖

10 月 29 日， 广东省潮州市潮安区凤塘镇后陇路口福彩 44190229 投
注站人声鼎沸，鼓声震天，醒狮起舞，路过群众纷纷驻足观看。 原来，10 月 13
日， 双色球第 2019117 期在此站中出 1 注一等奖， 该期的开奖号码为红球
05、33、11、28、03、32，蓝球号码 01。 中奖彩票是 1 张 924 元“11+1”自选
复式票，奖金共计 976 万元，其中一等奖单注奖金高达 963 万元，扣税后总
得 783 万元。 这成为潮州福彩史上第一注合购一等奖，并打破潮州福彩一等
奖单注奖金最高纪录。

“祝贺此次合购票中奖的
17 位幸运彩民，感谢大家多年
来对福彩事业的支持。 ”潮州
市福彩中心相关工作人员针
对此次合购票中奖表示，这种
多人合购中奖也充分体现了
福彩一直传达的一个宗旨，即

“理性投注，量力而行”，希望
多人少买，理性购彩。 彩票不
能投入太大的资金，而是量力
而行，以健康的方式来参与彩

票， 来支持我们的公益事业。
潮州市福彩中心的工作人员
还针对此次合购票的兑奖程
序进行讲解与建议，一丝不苟
地完成此次兑奖工作。

兑奖当天， 参加此次合购
票中奖的彩民都集体现身到
场合影留念。 中奖彩民张先生
在与工作人员的交谈过程中
说道：“此次合购票我认购了
一份，当天晚上开奖后就接到

投注站站主的电话，说我们这
期合购票中奖了，这惊喜来得
特别突然。 我是外地来潮的务
工人员， 来潮州十几年了，已
经把这里当成是自己的另一个
家乡。 我从结婚至今一直租房
子住，这次的奖金准备给老婆
孩子建个房子，为家人改善生
活。 接下来会继续支持福利彩
票，继续做慈善，也希望能把
这份幸运传递给更多的人。 "

有彩民表示将用奖金盖房子22 份合购彩票中得一等奖

羊城晚报记者 林曦 实习生 贺子傲 陈晓璇 通讯员 余银琼 插图：采采

近日，位于广东省肇庆市广宁县
南街镇新宁南路 21 号的 44170702 福
彩投注站中出刮刮乐“中国龙” 一等
奖，奖金为 10 万元。第二天一大早，中
奖者小张就来领走了属于他的幸运奖
金，“没想到自己能中个头奖！ ”小张开
心说道。

据了解， 从事装修行业的小张是
福彩的忠实粉丝， 投注福彩有 2 年时
间了， 平时喜欢玩即刮即中的“刮刮
乐”即开票，自从广东省开展“3D”和
南粤风采赠票活动后， 也开始喜欢上

了“刮刮乐”以外的其他福彩票种，由
于平日里工作繁忙， 他没有特别的兴
趣爱好， 有空的时候就喜欢去他家附
近的福彩投注站玩福利彩票， 放松身
心缓解压力。

中奖当晚，小张吃过晚饭后，路过
福彩投注站就想着买几张“刮刮乐”碰
碰运气， 走进投注站就看见站点里最
醒目的位置张贴了“中国龙”的活动宣
传海报。 销售员对他介绍说，广东省自
9 月 1 日起开展“福彩刮刮乐 两千万
赠票” 感恩回馈活动， 正在火热进行

中。 小张说：“当时销售员推荐我买‘中
国龙’，我一听就觉得，这个好兆头的
彩票应该会旺。 ”于是他果断开刮，刚
开始刮了几张，就小奖不断，当刮到第
10 张时，只见玩法区的中奖号码“03”
也出现在了“我的号码”一栏中，而号
码底下的中奖奖金显示“100000”，这
让他大吃一惊。 小张说：“幸福来得太
突然！ 当时我核对了好几遍，也不敢确
定， 还以为是 1 万元， 没想到竟然是
10 万，真是感谢福彩给予我好运气！ ”

（鹿小果 陈晓璇 周萍华）

说起在篮球场上最激动人
心的高光时刻，莫过于以一记远
投的华丽三分球投篮完成绝杀。
如果你想体验一把这种命中 3
分的刺激感觉，不妨来试试福彩
刮刮乐新票“3 分制胜”吧。 作为
2019 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主
题票，“3 分制胜”日前正式在广
东上市。每张彩票面值 10 元，最
高奖金 25 万元。

据了解，刮刮乐新票“3 分
制胜”的画面设计和玩法与篮球
比赛场景高度契合。 令彩民仿佛
身临其境，不妨想像一下:开心、
热闹、狂欢，射灯齐刷刷地将篮
球赛场球场照得通明， 喝彩声、
鼓掌声、呐喊声此起彼伏，篮球
争霸总决赛正在火爆上演在比
赛接近尾声的决胜时刻，使出浑
身解数， 围绕三分线寻找机会，

最后出手投球，用一个完美的远
投，命中 3 分。 随着裁判员一声
嘹亮的哨声，时间到，压哨 3 分
球绝杀比赛！ 把胜利的果实收入
囊中，现场观众起立欢呼，尖叫
喝彩，彩带飞舞，全场沸腾！

看到这里，你是不是已经忍
不住要体验一下这种激动人心
的感觉？ 那就试试福彩刮刮乐新
票“3 分制胜”吧。“3 分制胜”玩
法简单易懂：刮开覆盖膜，如果
任意一个“我的号码”与任意一
个“中奖号码”相同，即可获得
该“我的号码”下方所对应的奖
金，中奖奖金兼中兼得。 如果刮
出“3 分球”图符，即可获得“我
的号码”区所有奖金之和。“3 分
制胜”共有 11 个奖级，最高奖金
25 万元。

（鹿小果 贺子傲 莫冠婷）

我把小丽做微商的事给
老婆讲了， 老婆说：“她的意思
不就是要你买她的美白产品
吗？ ”我说：“你脸上的斑什么化
妆品都无效， 为啥还花那冤枉
钱？ ”老婆凶道：“谁说我的斑治
不好了， 这次非买我侄女的化
妆品不可！

才过了几天老婆就追问
道：“这么久了， 货怎么还没有
到！ ”我说：“我有点舍不得啊！
关键是你最近财政紧缩， 把我
买彩票的钱都快紧缩掉了！ ”老
婆生气道 ：“我只是限制你喝
酒，买彩票我是大力支持的，最
近更要多买， 看看我们家的运
气怎么样。 ”说着老婆从钱包里
掏出 1000 元甩给我了。

这下好了， 以前我买彩票
都是十几元， 这次可以买它几
百元。 在投注站研究了半天，我
郑重地选了一些复式。 第二天
看开奖公告， 居然中了四千多
元。 我笑着说：“这次多亏黄鼠
狼给鸡拜了个好年啊！ 买化妆

品、手机的钱都有了！ ”老婆也
眉飞色舞道：“看来我误解你这
个好黄鼠狼了， 以后加大买彩
的力度， 中大奖后给小丽投资
一部分钱， 让她的微店经营得
更好！ 也弥补一下她受到的‘微
伤’！ ” （周明春）

36 选 7：01、03、10、12、19、21、23
双色球：03、09、11、14、20、23 后区:02、05、08。
福彩 3D：04、06、08。 （安颖）

肇庆彩友抱走福彩刮刮乐 10 万元头奖

刮刮乐新票“3 分制胜”
在广东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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