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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4 日晚， 中国福利
彩 票 双 色 球 游 戏 进 行 第
2019135 期开奖， 这是双色球
12 亿元大派奖活动启动后第
七期派奖。 当期双色球红球号
码 为 03、06、10、11、27、33，
蓝球号码为 03。

统计数据显示， 当期双色
球头奖 4 注， 其中 2 注为一等
奖特别奖，单注奖金为 2000 万
元（含派奖 1000 万元 ），这 2 注
一等奖特别奖花落 2 地， 福建
1 注，河南 1 注；另外 2 注为一
等奖普惠奖，单注奖金为 1250
万元 （含派奖 250 万元 ），这 2
注一等奖普惠奖花落 2 地，江
苏 1 注，福建 1 注。当期双色球
六等奖开出 990 万多注， 其中
符合派奖条件的有 552 万多
注，获得六等奖翻番奖，中奖金
额为每注 10 元（含派奖 5 元）。

此外， 当期二等奖开出
145 注， 单注金额 22 万多元。
其中，浙江中出 23 注，排名第
一；四川中出 14 注，排名第二；
广东（不含深圳）中出 13 注，排
名第三；江苏中出 11 注，排名
第四；内蒙古、上海、河南均中
出 8 注，并列排名第五；另外，
其他地区二等奖均低于 8 注。

从开奖后的号码比例来
看， 当期红球号码大小比为
2：4， 三区比为 4:0:2； 奇 偶

比为 4：2。 其中，红球开出一
枚重号 06，一枚隔码 03，一枚
斜连号 03， 一组二连号 10、
11，一组同尾号 03、33；蓝球
则开出 03。

从整体的销售数据来看，
当期全国销量为 4.48 亿多元。
广东（不含深圳 ）当期双色球销
量为 4328 万多元， 高居第一；
浙江以 3602 万多元的销量位
列第二；山东以 2724 万多元排
名第三；江苏以 2598 万多元排
名第四；四川则以 2311 万多元
排名第五。

计奖后，双色球奖池金额
为 10.86 亿多元， 本期 3000
万元一等奖特别奖派奖奖金
派出 2000 万元，剩余 1000 万
元顺延滚入下一期，与下期一
等奖特别奖奖金合并派发；本
期 500 万一等奖普惠奖派奖
奖金全部派出；下期一等奖特
别奖派奖金额为 4000 万元，
下期一等奖普惠奖派奖金额
为 500 万元。 按照派奖规则，
本期计奖结束后， 双色球 12
亿元大派奖活动还剩 13 期，
一等奖特别奖剩余派奖金额
为 4 亿元，一等奖普惠奖剩余
派奖金额为 6500 万元， 六等
奖 特 别 奖 剩 余 派 奖 金 额 为
2.74 亿多元。
（鹿小果 陈晓璇 陈宛琦）

广东福彩双色球 1600 万
元大赠票活动 10 月 15 日正式
开启至今， 在这一个多月时间
里，佛山彩民反响特别热烈。为
了参与活动， 不少彩民朋友特
意改变了投注方式， 换成了复
式投注或是倍投， 这期间佛山
诞生了不少大奖小奖， 彩民还
因此而获得了 10 元的双色球
赠票， 销售人员和彩民都不亦
乐乎。

更让人惊喜的是，11 月 11
日，佛山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兑
奖处迎来了一张写着“赠票”的
大奖彩票，原来这是彩民参与赠
票活动获得的赠票，没想到自己
选的号码没中大奖，反而是赠票
一举击中了双色球的二等奖，赢
回了 100231 元奖金。

11 月 11 日下午， 现身佛
山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兑奖处
的是高明区福彩第 44130508
号投注站的销售员黎先生，黎
先生拿着中奖彩票来兑奖，工
作人员接过彩票一看竟然是

“赠票”， 甚是惊喜， 交谈中得
知， 原来是一位老彩民参与活
动获得的赠票赢得的大奖。 黎
先生表示：“我是站点的销售
员， 中得此次大奖的是一位老
伯，也是我们站点的老客户，老
伯对福利彩票研究颇深， 除了
双色球、3D 还有刮刮乐都有涉
足，而且也曾中出过不少大奖，
在我印象中最低也有 3 次。 因

为他十分信任我， 每次都是直
接把中奖彩票交给我， 让我来
中心兑奖的。 这一次中出二等
奖，他本人也表示十分惊喜，因
为他自己研究的号码没中奖，
反而是赠票中了大奖， 是福彩
给我的好运气。 ” 黎先生还表
示，除了老伯以外，站点里还有
不少像老伯一样的彩民， 参与
活动赢回的赠品中出了几十几
百元不等的小奖， 大家都十分
高兴。

黎先生还表示，活动期间，
站点里除了双色球的铁粉们
“花式”投注以外，还吸引了不
少新彩民加入到双色球队列
中，而这些新朋友中最“吃香”
的一种投注方式就是“6+16”，
他笑着说 ：“怎么说呢 ， 因为
‘6+16’的投注方式很保底，这
样能保证最低中 5 元， 再加上
10 元赠票， 相当于只花了 17
元就买到了‘6+16’的复式票，
而且一不小心中了头奖的话，
就能一下子抱回 1 注一等奖、
15 注二等奖了，多好啊，我个
人也十分推荐这种投注方式。 ”

双色球 1600 万元大赠票
活动期间， 佛山市不少投注站
还因此获得了销量上的大幅度
提升，再加上近日双色球 12 亿
元大派奖活动的齐发力， 把佛
山彩市推上了高潮， 彩民与销
售人员都充满了信心。

（鹿小果 巫倩敏 陈晓璇）

广州首注“加料”大奖花落白云
羊城晚报记者 林曦 实习生 陈晓璇 贺子傲
通讯员 梁杰妍 郭新庆 插图：采采

日前， 中国福彩中心开展了双色球 12
亿元大派奖活动，活动期间购买双色球，单
注最高可中 2000 万元加料头奖。 近日，来

自广州白云区的一位彩民凭借一张
7+2 复式摘走广州市的首注

“加料”头奖 1087 万元。

11 月 14 日晚，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
游戏进行第 2019131 期开奖， 这是双色球
12 亿元大派奖活动启动后的第三期派奖，
当期开出的红球号码为“09、17、19、20、
24、31”，蓝球号码为“04”。 当期全国共开
出双色球头奖 12 注，其中 8 注为一等奖特
别奖， 单注奖金为 1070 万多元 （含派奖
375 万元 ）， 另外 4 注为一等奖普惠奖，单
注奖金为 820 万多元（含派奖 125 万元 ）。

经检索，花落广东的唯一一注头奖由广
州彩民中得， 中奖彩票为一张 28 元的
“7+2”复式自选票，彩票售出站点为来自白
云区的一家投注站。 由于该张彩票符合“双
色球 12 亿元大派奖” 活动的特别奖派奖资
格，彩票除中得 1 注一等奖 695 万多元外以
及 1 注二等奖和多注固定奖外，还额外获得
一等奖特别奖派奖 375 万元， 总奖金高达
1087 万元。

据从广州市福彩中心获悉， 目前 1087
万元大奖得主已持中奖彩票现身广州市福
彩中心兑奖。中奖人小周是一位来自外省的
90 后小伙，目前在白云区一家公司上班。

据小周回忆，中奖彩票是他于 11
月 13 日在 44011550 站购得的，“我
当时没打算买彩票， 但看到站点贴着
12 亿元大派奖的促销海报，就走进去
看了看”。小周说，看完促销活动后，他
感觉一等奖更有“着数”便有了购彩的
冲动。 随后他随机写下了一组“7+2”
的号码， 并根据站内的开奖号码走势
图， 又对号码作了调整，“随机选的号
码有时会不符合过往开奖号码的走
势，比如连号、奇偶比等，我就凭感觉
修改了其中 2 个号码”。

11 月 15 日中午时分， 小周又来
到上次购彩的这家投注站，本打算再
买上一张“7+2”，但当查看上次的中
奖结果时， 他发现开奖号码有些眼

熟。 掏出上次购买的
彩票一一核对后，他
赫然惊呆了———“原来我中了
一等奖！ ”小周表示，他发现中奖那刻
的感觉很奇妙， 脑子空空但又极度兴
奋，他当时没有声张，握着彩票径直走
出了彩票站。

“一切来得太突然了！ ”小周说，他
还没有把中奖消息告诉任何人，包括家
人和朋友。 他打算过段时间，等心情平
复后再说。 小周表示，1087 万元奖金对
于他一个打工仔来说是一笔巨款，至于
这笔巨款怎么处置，他“还没想好”。 但
他目前仍没有辞职的打算，“在这家公
司待了好多年，还是蛮有感情的，我目
前还会继续做好这份工”。

据悉，截至双色球第 2019133 期，
双色球 12 亿元大派奖活动已进行了
五期派奖， 前五期共派出一等奖特别
奖 39 注，一等奖普惠奖 21 注。

目前，该项活动仍在持续进行中，
活动期间， 凡购买单张彩票金额 20

元 （含 ） 以上的彩票且中得一等奖或
六等奖的， 均有可能享受奖金翻番，
单注最高可中奖金 2000 万元； 凡单
张彩票金额低于 20 元的且中得一等
奖的， 也可以享受一等奖普惠奖的派
奖资格。

那天晚上 ，郭
庆海加班到 10 点
多才回家。 想起彩
票已开奖， 赶紧打
开手机查。 这一查不打紧， 郭庆海喜得跳起
来：他中了 1 注三等奖。

这奖金怎么花呢？ 郭庆海心里盘算开了：
1000 元给女朋友， 让她高兴高兴；1000 元换
部新手机，500 元请同事吃饭；还剩下 500 元，
准备给自己买件羽绒服。 郭庆海正盘算着，手
机响了，是他父亲的。

他心里一紧 ：“爸 ， 怎么突然打电话来
了？ ”为了节约电话费，父亲每个月只给他打
一次电话，每次不超过 3 分钟。 可这才过去半
个月，会不会家中出了什么事？“今天我将橘
子摘掉卖了，卖了 1300 元钱，给你银行卡里
打了 1000 元， 明天你去银行查查钱到了没
有？ ”

“为什么给我汇钱？ ”“你妈说你刚上班，
花钱的地方多， 怕你钱不够用。 ”“我妈的病
……”“还在吃偏方，你不用牵挂家里，我们都
挺好的。 ”

父亲说完将电话挂了。 听着手机里传来
“嘟嘟”声，郭庆海愣了一下，伸手打了自己一
巴掌。 （熊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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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后小伙摘 1087 万元A

发觉中奖当场懵掉B

已送出 39 注特别奖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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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后区：04、06、09。

福彩 3D：02、05、08。
（安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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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金
分配

彩
民
故
事

下
插图 采采

佛山老伯活动获10元赠票
击中二等奖逾10万元

双色球 135 期
头奖特别奖 2 注 2000 万元

·福彩晚好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