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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彩大奖就在我身边

回眸 2016体彩大乐透

家人生日组合成彩票号码

8＋2复式票击中大乐透 1000万

大乐透第 16148期一等奖中
奖彩票

去年 12月 17日晚袁 正打算
卧床休息的吴先生突然接到家人
急促的电话袁 一开始真把他吓坏
了袁 以为家里有突发状况遥 纳闷
间袁 家人一直追问他当晚是否买
了体彩大乐透彩票遥原来袁当晚厦
门 99043 站中出福建唯一 1 注
1000万一等奖遥

得知吴先生确实买彩票后袁
他们在电话的那端都兴奋得尖叫

起来遥因为吴先生偶尔会出差袁买
彩票的差事就会由家人代劳袁家
人面对熟悉的开奖号码袁 首先要
确认吴先生是否买了彩票袁 当得
到确切答案后袁 家人非常清楚大
奖非吴先生莫属了遥 吴先生在得
知消息后袁当即查看开奖号码袁他
一时不敢相信自己中了大奖遥
提起所中的 1000 万元一等

奖袁吴先生说虽然出乎意料袁但也
难掩心中喜悦遥 他接触公益体彩
多年袁 但购买大乐透却是三天打
鱼两天晒网袁没有期期坚持遥他解
释道袁 之前他非常喜欢福建体彩
36选 7袁 还是由几个生日组合的
号码袁有一次因错过购买袁与一等
奖失之交臂袁 执着的他决定不再

碰 36选 7袁改买体彩大乐透遥
吴先生认为袁玩彩票选号的

套路很深袁他便想出用家人生日
号来组合遥 购买大乐透以来袁他
都选择 8垣3复式票遥 说来也巧袁
自去年 11月 26 日起袁福建省开
展主题为野体彩大乐透袁不中帮
你中要要要福建复式投注 1000 万
大促销冶的活动袁吴先生从不没
敢想着自己能中多大的奖袁只为

能多拿赠票袁他便把一直以来买
的那张 8垣3 复式票袁 拆成 3 张
8垣2 复式票来买遥 他想着袁如若
能中得 2垣0袁就会张张都有奖遥

吴先生出手总是那么及时袁
就在第 16145 期开奖袁8垣3 复式
票拆成的 3张 8垣2复式票都如愿
中奖袁收获 350元奖金后袁他间隔
了 2期都没买大乐透彩票遥 直到
12月 17日傍晚袁 他刚好经过厦
门 99043站袁 因之前来过这家站
点比较有印象袁 所以才准备进去
碰碰运气遥 于是又拿出上次购买
的 3张 8垣2复式票遥 当时袁 他没
打算 3张都买单袁 只是从中挑取
1张遥 好运来时挡也挡不住袁幸运
吴先生就刚好挑中能中一等奖的
那张袁揽走 1007.66万元奖金遥

彩市中袁 彩友用生日号买中
体彩大奖的例子不在少数遥 如果
你想买张体育彩票碰碰运气袁却
又难以选号袁 不妨学学吴先生的
套路遥 吴先生说袁这组中 1000万
元的号码他要准备换掉遥目前袁他
又想出一个新的花样袁 决定把公
历生日号改用农历生日号再试

试遥 （陈珍）

倡导低碳环保 支持绿色出行

“体彩杯”自行车赛落幕

1月 8日袁 由福建省体育局
社会体育指导中心和南平市体育
局联合主办袁 中国体育彩票冠名
的建瓯市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红色之旅野体彩杯冶全国自行
车邀请赛在南平建瓯市小松镇举
行袁这是一场激情与速度的较量袁
比赛场面火爆遥
这次比赛有来自黑龙江尧江

西尧浙江尧福建等地 11 个省市代
表队 400多名选手参加遥 经过激

烈角逐袁男子公路青年组尧男子山
地青年组尧男子山地中年组尧女子
山地组尧 骑游组都分别决出前三
名袁并在现场举行颁奖仪式遥开香
槟庆祝活动圆满落幕遥

支持绿色骑行活动袁 提倡低
碳环保袁绿色出行袁这次自行车邀
请赛弘扬了野全民健身尧快乐生活冶
的体育精神袁掀起了全民健身的浪
潮袁也使中国体育彩票公益形象更
加深入人心遥 （张海鸣）

体彩杯自行车赛骑手整装待发

2016 年袁体彩大乐透大奖足
迹遍布全国袁 全年共送出 617注
一等奖袁 惠及全国 31个省区市袁
其中有 236注超千万元一等奖曰
单期最高 野井喷冶106注一等奖袁
分别被 22个省区市的中奖者擒
获曰 进行了史无前例的 5亿元大
派奖曰全年销量高达 288.9亿元袁
共筹集公益金 104亿元噎噎

一等奖惠及 31个省区市
2016 年袁体彩大乐透销量稳

中有升袁617 注一等奖惠及全国
31个省区市袁其中千万元及以上
一等奖 236注袁 这让全国彩友都
能感受到大奖就在身边遥据统计袁
2016年袁全国中出一等奖最多的
前 5 个省份依次为 院 江苏 渊93
注冤尧山东渊51 注冤尧浙江渊51 注冤尧
云南渊44注冤尧广东渊41注冤遥 福建
共摘得一等奖 26注袁其中千万元
大奖 9个袁单注最高奖金达 2400

万元遥
2016年体彩大乐透单期野井

喷 冶10 注以上的情况共发生 6
次袁分别是院2016年 12月 21日第
16150 期中出 106 注曰2016 年 7
月 23 日第 16085 期中出 47 注曰
2016年 12月 14日第 16147期中
出 22 注 曰2016 年 6 月 1 日第
16063 期中出 14 注曰2016 年 11
月 5 日第 16130 期中出 10 注曰
2016年 12月 31日第 16154期中
出 10注遥

106注一等奖轰动全国
2016年 12 月 21 日袁体彩大

乐透第 16150期送出 106注一等
奖轰动全国袁这是大乐透首次野井
喷冶百注一等奖袁单期派送出 7.31
亿奖金遥 这 106注一等奖分别被
山西渊13 注冤尧江苏渊11 注冤尧山东
渊10 注冤尧 湖北 渊9 注冤尧 浙江渊9
注冤尧吉林渊8 注冤尧四川渊5注冤尧安

徽渊5 注冤尧天津渊5 注冤尧内蒙古渊5
注冤尧河南渊4 注冤尧河北渊4 注冤尧福
建渊3 注冤尧陕西渊3 注冤尧黑龙江渊3
注冤尧湖南渊3 注冤尧上海渊1 注冤尧辽
宁渊1 注 冤尧海南 渊1 注 冤尧甘肃 渊1
注冤尧青海渊1 注冤尧新疆渊1 注冤中
得遥 当晚袁22个省区市的幸运彩
友分享 106注一等奖袁 这是体彩
史上单期 野井喷冶 注数最多的一
期遥

虽然当期并未出现一人擒得
亿元大奖的情况袁但分布在 22个
省区市 69个地市的头奖袁让各地
彩友品尝到了大奖的滋味遥如袁湖
北中出的 9注头奖袁分别被十堰尧
孝感尧武汉尧黄石尧恩施尧鄂州尧宜
昌和荆州 8 个地市的幸运儿擒
获袁这就是名副其实的野体彩大奖
就在我身边冶遥

5亿大派奖史无前例
2016年 4 月 13 日袁 体彩大

乐透开启了 5亿元大派奖袁 这是
体彩大乐透史上的第 8次派奖遥
高达 5亿元的派送奖金袁 覆盖一
等奖尧固定奖(四/五/六等奖)共 4
个奖级的大派送袁 此次的 5亿元
大派奖可谓史上力度最强的遥

在历时 20 期的头奖派送活
动中袁 共开出了 50注一等奖袁其
中 1000 万元以上大奖多达 42
注袁 包括 2000 万元以上大奖 9
注袁其中 5注 2400万元为中国彩
市封顶大奖遥 千万元大奖占全部
一等奖的比例为 84%袁被全国 37
位幸运儿瓜分遥

5亿大派奖期间诞生的 5个
2400 万元封顶大奖分别是院第
16045期开出 1注 2400万元追加
封顶头奖袁出自河南曰第 16047期
开出 2 注 2400 万元追加封顶头
奖袁 出自云南昆明和怒江曰第
16051期开出 1注 2400万头奖袁

出自甘肃临夏曰 第 16060期开出
1 注 2400 万头奖袁 出自福建漳
州遥

2.23亿元造就体彩传奇
2016年 7月 23日袁体彩大乐

透第 16085期全国野井喷冶47注头
奖袁其中江苏苏州 40注基本一等
奖出自一张 40 倍倍投袁80 元投
入的单式票袁 奖金总额 2.14 亿
元袁 另 1注追加头奖出自一张为
野6垣3冶组合复式追加票袁投入 54
元袁总奖金 884万元遥随着中奖者
领奖袁 被证实这两张彩票为同一
人所中袁奖金高达 2.23亿元遥

2016年袁体彩大乐透出奖频
率高袁分布范围广袁为中国彩市贡
献了巨大力量遥 一组组漂亮的数
据袁 让体彩大乐透又跃上了一个
新台阶袁让全国彩友大呼院体彩大
奖就在我身边遥

（张慧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