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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传统足彩 3亿大派奖

2017足彩最强派奖启动 周周欢乐到年底

“借东风”大乐透中奖 39万

中国足球彩票史上最强的

3.12亿元派奖活动于本周启动遥 9
月 16 日截止销售的传统足彩第
17134期 14场胜平负游戏和任选
9 场胜平负游戏将成为本次派奖
活动的第一个指定派奖期遥 从本
周起连续 14周袁 足彩派奖活动将
陪伴广大彩友一直欢乐到年底遥

周末五大联赛期期有加奖
本次足彩派奖有三大看点院一

是派送奖金高袁 总额高达 3.12亿
元袁 是足彩历史上派奖奖金最高
的袁 被称为足彩史上最强派奖曰二
是派送时间长袁本次派奖持续 3个
月袁 从 2017年 9月 11日到 12月
17日袁每周均有派送袁可谓野周周
有派送 惊喜不间断冶曰三是涉及范
围广袁胜负彩尧任选 9场两种玩法
均进行派奖袁涵盖了新赛季意甲尧
英超尧德甲尧法甲尧西甲等多项重点
赛事袁彩友可尽享派奖实惠遥

根据 9月至 12月的足彩竞猜
场次安排袁各周末奖期受注赛事均
以欧洲五大联赛为主袁其中 9月份
14场胜平负游戏和任选 9场游戏

的指定派奖期为第 17134 期 尧
17135 期 尧17139 期 尧17140 期 尧
17144期尧17145期 渊10月 1日停
售冤遥 也就是说袁 未来连续 3个周
末奖期均有派奖遥 今年 10月 2日
至 8日尧11月 6日至 12日两周是
国际比赛日袁 周末五大联赛将暂
停袁 预计将指定当周中奖期派奖袁
受注赛事为各大洲世界杯预选赛
及部分国家队友谊赛遥
留意派奖特殊规则
需要彩友注意的是袁若当期一

等奖未中出袁派奖奖金将滚入下一
指定派奖期袁与下一指定派奖期的
派奖奖金合并后派奖遥 比如袁如果
17135期未中出一等奖袁则派奖奖
金滚入 17139期袁与 17139期的派
奖奖金合并后派奖遥 如果最后一
期派奖奖金发生滚存袁 则由国家
体彩中心再指定一期足彩胜负游
戏派奖袁 直至该游戏派奖奖金派
送完毕为止遥
此外袁每年 11月和 12月欧洲

可能发生雨雪天气导致比赛中断尧
延迟尧取消等情况袁如果指定派奖

期比赛场次延迟或取消袁则与一般
奖期采取同样处理办法袁即院

一尧如比赛在下期足球彩票胜
负游戏渊14 场尧任选 9 场冤计奖时
间前补赛袁则该场比赛的开奖结果
以实际比赛结果为准袁并于确认比
赛结果后进行相关开奖尧 计奖工
作遥

二尧如比赛在下期足球彩票胜
负游戏渊14 场尧任选 9 场冤计奖时
间后补赛或取消比赛袁则认定在足
球彩票胜负游戏 渊14场尧 任选 9
场冤当期开奖中袁该比赛场次任何
竞猜结果均为猜中袁并于确认补赛
时间或确认取消比赛信息后进行
开奖计奖工作渊如上述比赛场次的
补赛时间或取消比赛信息至下期
足球彩票胜负游戏计奖时仍不能

确定袁 则同期进行开奖尧 计奖工
作冤遥

简单地说袁无论比赛结果最终
如何确认袁最迟都将在下一奖期开
奖时得到确切结果袁彩友只需耐心
等待即可遥

（中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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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晋江罗山街道罗山商会
店面 12819 体彩站点彩友李先
生袁7 月 31 日中午研究走势图
时袁 采纳了同在该站点研究号码
的彩友的建议袁 把他们看好的号
码与自己的号码结合袁 投注了一
张 15垣1胆 2拖的胆拖票袁 获得
大乐透第 17088期二等奖袁 收获
奖金 39.21万元遥 李先生笑着说院
野这次能中二等奖袁当时在站点里
一同研究号码的彩友功不可没遥冶

据李先生回忆袁 那天天气不
太好袁他走进这家站点时袁看到有
几位彩友正在研究走势图遥之后袁
他一边研究袁一边倾听袁并把他们
的分析思路及看好的号码一一记
了下来遥 综合众彩友讨论的结果
及自己的判断袁 李先生决定采取
胆拖投注方式袁 于是一张 15垣1
胆 2拖的万元复式票出炉遥 说到
这张复式票袁 李先生一开始心里
直打鼓袁虽然他经济条件不错袁但
之前从没买过这么大金额的复式
票袁心里直犯嘀咕遥

野当时袁 我在站点犹豫了好
久袁后来还是坚持投注遥 冶李先生
道出了心里话遥当晚袁他获知这张

复式票幸运中得了 5垣1时袁立即
狂喜起来袁毕竟结果证实了他当
初的判断是正确的遥在福建体彩
中心办理兑奖手续时袁李先生笑
着说院野买彩票还是平常心袁偶尔
买一两次大复式票还是可以的遥
不过袁 对于经济条件一般的彩
友袁还是不要这样做遥 冶再说了袁
买彩票能否中得大奖袁主要是靠
运气遥

（金嵌）

希望与追求融入体彩
野70后冶巫先生是位上班族袁

在宁化这座体彩氛围浓厚的山城
是一个资深彩友袁大乐透尧31选 7
及附加玩法尧11 选 5 等时常购
买袁尤其大乐透袁已购买近 7 年袁
基本每期都机选几注袁 而且中过
不少小奖袁也曾与大奖擦肩而过遥
相比之下袁福建体彩 31选 7附加
玩法袁以其玩法新尧中奖率高等特

点牢牢地吸引了巫先生遥
8 月 17 日袁 距当晚 31 选 7

第 17222 期开奖还有半小时袁巫
先生来到宁化翠江镇北街商住楼

13 号的 80928 体彩投注站投注
31选 7附加任选五遥 正当他犹豫
是机选还是自选时袁 走势图让他
作出决断遥 巫先生发现最近几期
重号较少袁 于是选了偏冷的一组

号码 11尧16尧17尧27尧28袁 并进行 2
倍投注遥开奖后袁巫先生命中任选
五袁收获奖金 1.6万元遥

在三明体彩分中心袁 巫先生
谈起购彩体会袁 他认为购买体育
彩票不仅为了中奖袁 更重要的是
从购彩中收获除奖金外的心灵财
富袁 比如对生活的希望和对梦想
的追求遥 （姜利龙）

“体彩顶呱刮，好礼送不停”促销活动通告
为回馈广大购彩者对即开

型体育彩票的关注和支持袁定于
2017 年 9 月 13 日起开展福建
省统一营销活动遥

一、活动时间
2017 年 9 月 13 日至 10 月

11日渊共 4周冤
二、活动票种
在福建省范围内授权销售

的面额 5 元野中国结冶尧面额 10
元野和气生财冶尧面额 20元野超值
8冶共 3款即开型体育彩票遥

即开型体育彩票不记名尧不
挂失袁彩友持有即开票凭证即可

参加此次活动遥
三、活动方式
凡购买福建省范围内授权

销售的面额 5元野中国结冶尧面额
10元 野和气生财冶尧 面额 20元
野超值 8冶 以上 3款即开型体育
彩票袁如单张彩票中奖金额累计
为 50 元渊含冤至 200 元渊含冤袁在
活动期间经即开兑奖设备扫描
确认兑奖后袁由销售网点支付相
对应的奖金袁 收回该张中奖彩
票袁并做剪角处理袁同时彩友在
登记相关信息后将额外获赠冷

暖保温杯一个曰兑奖先后的顺序

以兑奖时间为准袁22000个冷暖
保温杯送完为止遥

如单张彩票中奖金额累计
为 1000元渊含冤至 3000元渊含冤袁
在活动期间经即开兑奖设备扫
描确认兑奖后袁由销售网点支付
相对应的奖金袁收回该张中奖彩
票袁并做剪角处理袁同时彩友在
登记相关信息后将额外获赠山
地自行车一辆遥兑奖先后的顺序
以兑奖时间为准袁50 辆山地自
行车送完即止遥

福建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7年 9月 12日

大乐透二等奖中奖彩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