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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体彩中心领导深入销售网点调研

曾经中奖今又来

为实现野做负责任尧可信赖袁
健康持续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冶
总体战略袁 夯实销售网点建设基
础袁拓展和优化网点销售渠道袁引
导从业人员将野做负责任冶的彩票
作为使命袁树立体育彩票公益尧公
信的国家彩票形象遥 2月 6日至 9
日, 福建体彩中心副主任严惠敏
一行袁对三明尧南平体彩销售网点
进行了调研与慰问遥

严惠敏一行深入销售网点袁
就网点形象建设尧 玩法游戏推广
等方面内容与网点业主尧 销售人

员进行了深入交谈袁 了解网点的
销售情况尧彩友购彩和中奖情况尧
彩票终端设备的运行情况袁 并听
取销售人员对工作的建议和意

见遥
严惠敏对体彩从业人员和

彩友支持国家公益事业和体育
事业表示感谢袁并向他们致以新
春问候与美好祝愿浴为给彩友营
造舒适的环境袁减少网点投入的
压力袁福建省体彩中心出资制作
了各种硬件设施袁 提升网点形
象遥 严惠敏还表示袁在以后的工

作中袁将进一步完善网点硬件环
境设施袁为彩友和销售人员营造
舒适的野家冶遥

福建省体彩中心领导亲临

网点调研袁 给予网点关心和指
导袁 让业主和销售员备受鼓舞遥
销售人员一致表示袁要用心经营
网点袁营造好的购彩氛围袁积极
学习其他优秀网点的经营理念袁
为彩友提供热情尧便利尧优质的
服务袁使网点销售工作再上一个
新台阶遥

（宋健）
福建省体彩中心领导深入销售网点调研

在体彩大乐透第 18010期开
奖中袁 福建彩友狂揽 7 注 13.67
万元二等奖袁其中 2注出自追加袁
每注多获 8.2万元追加奖袁 令二
等奖的总奖金达 21.87 万元袁分
别由厦门市思明区湖滨南路 821
号之 102的 91124站和漳州长泰
县武安镇文昌东路 19 号 30819
站中得遥 漳州市苍园路陆达花园
27要4 号 30162 站独中 2注二等
奖袁奖金总计 27.34万元曰厦门思
明区开元路 91号店面 90216站尧
三明市梅列区列西水榭新学府 6
幢一层 80132站和泉州安溪城关
河滨西路 41 号 10524 站各中 1
注二等奖遥

近日袁2 注追加二等奖及 2
注基本二等奖得主均现身领奖袁
其中漳州 30162站的幸运者令人
记忆犹新袁 因为他曾中得大乐透
千万元巨奖及多次大乐透二等
奖袁是中奖常客遥
“我就喜欢买大号”
提起漳州芗城 30162 站袁相

信大家耳熟能详袁该站曾在 2013
年 5 月 25 日中得体彩大乐透
13058期一等奖袁 中奖者当时凭

借 4张 7垣3复式票袁 揽走 1注一
等奖和 8注二等奖及若干小奖袁
奖金总计 1095万元遥 如今袁进入
2018年不久袁当年那位中奖者再
次走进福建省体彩中心袁 领取第
18010期 2注二等奖袁 中奖的仍
然是一张 7垣3复式票遥

除这两个大奖外袁这位幸运
者还有令人啧啧称奇的中奖战
绩要要要2013 年 2月 25 日袁 体彩
大乐透第 13021期袁他凭借两张

号码相同的 7垣3 复式票袁击中 4
注二等奖及若干小奖袁揽获奖金
合计达 61.84 万元曰2013 年 6 月
11日开奖的大乐透第 12067期袁
他仍然凭借一张 7垣3 复式票袁
击中 2 注二等奖及多注小奖袁揽
金合计 46.41万元曰同年 7 月 21
日开奖的大乐透第 12084 期中袁
他再度凭借一张 7垣3 复式票击
中 2 注二等奖袁 奖金合计 32.78
万元遥

采访中袁 中奖者林先生一语
道破天机袁野我就喜欢买大号袁你
可以去看看我之前的中奖彩票和
这次的中奖彩票要要要很像要要要就
是前区买 20至 35的号码袁 这就
是我一年来袁 只要前区开奖号码
在 20至 35之间袁 基本上大奖不
落空的原因遥 还有就是每次都买
7垣3复式票袁 这种复式票金额不
大袁一旦中了二等奖袁至少都是两
注袁挺划算的遥 冶

“机配”围捕二等奖
来自漳州长泰 30819站的幸

运者李先生说袁 他购买彩票比较
随性袁感觉好时袁会多买一些遥 中
奖当期袁 他共机选了 300注单式
票袁并进行了追加遥其中有几注是
用前区 24尧25尧26袁 后区 03尧04机
配的遥没想到的是袁最终这几注机
配号为他带来二等奖遥

采访中袁李先生介绍袁他购买
彩票已有 8年多袁以大乐透为主袁
之前经常购买复式票袁 而且号码
都是自选袁可渐渐地袁他觉得中奖
靠运气袁所有也经常机选购买遥

出差购彩喜中奖
厦门 91124站的中奖者不是

当地人袁他当时正在厦门出差遥 那
天路过站点时袁平时有购彩习惯的
他很自然地走了进去袁然后让销售
员机选了 3注号码袁并进行了追加
投注遥 令他意想不到的是袁本次购
彩为他带来福音袁喜揽大乐透二等
奖遥虽然奖金只有 21万余元袁可他
还是开心袁野这是一笔不少的钱袁比
我年薪多得多遥 冶除这注 21万元大
奖外袁这位幸运者之前还中过大乐
透 3000元超值奖遥 （金嵌）

11选 5一天中奖一万多
1月 20日袁 莆田秀屿区埭

头镇埭新社区居委会蚶山南街
256 号 60531 体彩站点传出喜
讯袁该站点一位彩友一天内收获
11选 5玩法奖金 1.17 万元袁引
来站点内彩友喝彩遥

据站点业主欧女士介绍袁中
奖的小伙子今年多岁袁 姓胡袁20
日中午到站点买彩票袁想碰碰运
气遥 他第一张购买的是当天 11
选 5玩法第 35期的任选七单式
票袁 投注 55 倍中得奖金 1430
元遥 买第一张彩票就中奖袁这让
胡先生非常高兴袁 于是乘胜追
击袁 继续购买第 36期的任选七
单式票袁 投注 50 倍再次中得
1300元奖金袁 连着两次中奖引
来站点里的其他彩友叫好遥 此
时袁运气似乎渐渐走远袁胡先生
接下来购买的几期都没有命中袁
他果断收手遥

下午袁 胡先生再次来到站
点袁 好运气再次降临他头上袁他
购买的第 51 期 11 选 5 任选三
和乐选三玩法袁两张彩票共中得
奖金 9030 元袁 当天一共收获

1.17万元奖金遥 胡先生表示袁原
来只是想碰碰运气袁没想到带来
了连连惊喜遥

（陈棋伟）

大乐透第 18010期三张二等奖中奖彩票

父亲中奖 女儿代领
又一幕感人至深入的领奖画

面在福建体彩中心上演袁主演是一
对来自莆田的父女遥 在体彩排列 3
第 18025期开奖中袁一位姓林的男
子慧眼识金袁对 543 进行了 200倍
单投袁最终神奇拿下了排列 3直选
奖 20.8万元遥 不过袁这位男子并没
有现身领奖袁而是由孝女林女士前
来办理领奖手续遥

据林女士介绍袁这个 20.8万元
大奖并非她所中袁而是她父亲中得
的遥 由于父亲上了年纪袁舟车劳顿
前来领奖袁她有点担心遥 而且这也
是她父亲首次中 20万元以上的大
奖袁本来应由他本人来领袁后来思
考再三袁她决定抽身代父亲领奖遥

之前袁林女士帮父亲到莆田体
彩分中心领过几次数万元超值奖袁
最高一次是去年 12月袁 她父亲中
得 100倍排列 3 直选奖袁奖金 10.4
万元遥 林女士说袁她父亲对体彩排

列 3 钟爱有加袁每天都买袁感觉好
时会采取多倍投注袁 就像这次袁一
下子进行了 200倍投注遥 野当时看
到这张彩票时袁我就惊讶地对父亲
说袁怎么能买这么多钥 不管怎样袁我
觉得父亲精神好袁 一切才是好袁钱
是身外之物袁 能买来父亲的开心袁
很值得浴 冶林女士风趣地说遥

采访中袁林女士说袁她受父亲
影响袁 也经常到体彩站点购买彩
票袁大乐透尧31选 7和 36选 7是她
比较喜爱的玩法遥 不过袁她没有父
亲那么野专情冶袁每次买彩票都是机
选袁她之前最高就中过几百元遥 由
于父亲时常中奖袁她已是莆田体彩
分中心的领奖常客袁因为她父亲只
会买彩票袁而领奖的事都交给她来
办理遥 谈及父亲购买排列 3有何技
巧袁林女士表示袁只可意会袁不可言
传袁她也学不来袁如果能学得来袁她
就不会机选买彩票了遥 （金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