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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种

7位数

排列3

排列5

开奖期号

18173

18303

18303

中奖号码

4，0，1，0，8，6，9

6，0，8

6，0，8，9，5

彩种

3D

15选5

双色球

开奖期号

2018303

2018303

2018130

中奖号码

8，1，0

1，3，7，9，13

5，12，17，18，24，28+12

如若号码有误，兑奖号码以投注点公布的为准。理性投注 量力而行

本报讯（记者潘赟）红5月，
福彩双色球“助力希望和梦想”促
销活动正在火热开展中。为了让更
多市民了解双色球，参与到活动中
来，5月12日下午，吴江区福彩中
心开展的双色球营销月户外推广活
动走进吴江万宝财富商业广场，现
场人气火爆，引来众多市民参与。

此次活动，正值母亲节，现场
更是人气爆棚。下午2点过后，市
民们陆续到达活动现场，纷纷拿出
自己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关注“江
苏福彩”微信公众号。随机双色球
7+1复式票、雨衣、围裙、扑克
牌、便签本等福彩宣传品深受市民
欢迎。

本次宣传推广活动还邀请了主
持人与到场市民进行现场互动。主

持人详细讲解了双色球营销月的两
大重要内容，一是购双色球7+1、
8+1复式票（倍数不限），中奖还本
金；二是扫描“江苏福彩”微信公
众号二维码，关注有惊喜。

随后主持人与市民的互动环节
更让现场气氛迅速升温，引来一批
又一批的市民围观。新彩民于先生
高兴地说：“平时买彩票只买单式
票，复式票还没接触过，这次双色
球复式票中奖还本金的活动让大伙
一起开心，真的很好。”

据了解，此次在苏州大市范围
内开展的双色球营销月户外推广活
动，增进了福彩与彩民间的互动与
联系，同时扩大了福彩社会知晓
度，传播了福彩公益文化，实现了
福彩宣传和销售的双赢目标。

福彩双色球献礼母亲节

双色球营销月户外推广活动人气火爆

图为户外推广活动现场。 （潘赟摄）

本报讯（记者潘赟）“他挺厉
害的，3D几千元的奖金经常中，
这次又中了3万多元，真是可喜可
贺啊。”日前，吴江太湖新城双板
桥路知音饭店对面32056082福彩
专卖店业主倪女士笑呵呵地说。

福彩3D第2019108期开奖号
码为515，在32056082站点购彩
的一名彩民朋友中得30注单选，
共计中奖31200元。

倪女士告诉记者，中奖者是一名
新吴江人，30 岁左右，特别钟爱
3D，几乎每天都打，感觉好的时候就
会多打一些。“他不守号的，每次都是
研究好后选择几注号码。”倪女士说，
这次他看好了515、614、605三组号
码，特别是515，倍投了30倍。幸运
的是，当期3D开奖号码正是515，于
是，该彩民一下中了30注单选，中奖
总额突破3万元。

3D高手中奖成家常便饭

单选倍投擒奖3万多元

本报讯（记者潘赟）“他这人
平时看着就挺淡定的，这次中奖
后，一个多月才去兑奖，也真是够
淡定的。”日前，吴江太湖新城联
杨邻里中心南门55672体彩网点业
主林先生笑呵呵地说。

大乐透第19026期开奖号码为
10、12、15、17、19+2、3，这
位淡定的老彩友命中前区所有号
码，中得3注三等奖，共计中奖3
万元。

中奖彩票投注了2注号码，都
进行了追加并倍投3倍。其中第2
注为 10、 12、 15、 17、 19 + 4、

12，中得3注三等奖。
林先生告诉记者，他的网点开业

好几年了，拥有一批忠实的彩友，很
多都是附近小区的居民，大家下了班
有空就到店里坐坐，买买彩票休闲娱
乐一下。这次的中奖者也是其中之
一。“对于老彩友，我一般都会建议他
们守号，这次就是守号守到了3万元
的奖金啊。”林先生说。

据介绍，55672网点曾中过顶呱
刮“甜蜜蜜”大奖10万元和排列5大
奖10万元。“我们这里的彩友们都挺
有信心的，相信真正的大奖就在不远
处向我们招手了。”林先生笑着说。

淡定彩友中奖一个多月才兑奖

守号守来3万元大乐透奖金

本报讯（记者潘赟）任选九场
第19059期开售的比赛都是欧洲足
球联赛，包括英超、德甲、意甲、
西甲，当期 14 场一等奖无人命
中，任九单注奖金21871元。在同
一网点购彩的两位彩友各揽获1注
任九大奖。

中奖网点为汾湖高新区芦墟新
友花苑大门口55675体彩专卖亭，
销售员张先生告诉记者，两位中奖
者都是他网点的老彩友，在他这里

购彩好多年了。两人虽同为复式投
注，但投注金额相差还是挺大的。“那
张小复式票是彩友亲自到他网点打
的，大复式票则是另一名彩友微信上
发号码给他的。”张先生说，幸运的
是，他们两人都中了，2万多元的任
九奖金还是蛮不错的。

张先生告诉记者，他的网点开业
十年了，中过2注大乐透二等奖，不
过当时奖金都不高，不像现在，大乐
透二等奖奖金动辄几十万上百万元的。

投注金额不同 中奖却相同

两彩友同中任九大奖

“责任彩票”的概念是国家体彩
中心于2017年全国体彩半年度工作
会议上提出的。2018年3月和2019
年 3 月，国家体彩中心相继发布
2017年度和2018年度体育彩票社会
责任报告。2018 年，全国 31个省
（区、市）体育彩票发行和销售机构
陆续发布了年度责任报告。发布责任
报告、向公众开放开奖大厅、在彩票
上增加公益金数额、电脑型彩票的跨
省通兑和即开票的自助兑奖、印发
《责任彩票公众手册 （理性购彩
篇）》等，都是各级体彩机构落实

“责任彩票”的具体举措。
体育彩票是如何开奖的，是很多

购彩者关心的话题。多年以来，中国
体育彩票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
则，先是邀请省市团队来到开奖大厅
现场观看开奖，后来又开通网络直
播，再到开奖大厅对个人开放，不断
加强开奖过程的透明度。

2011年 4月，中国体育彩票实
现开奖过程网络直播，接受社会公众
和购彩者的监督。同年7月，中国体

育彩票开奖大厅对外开放，社会公众
可持有效证件报名，来到现场见证、
监督体育彩票开奖全过程。2012年3
月， 体育彩票摇奖管理通过了
ISO9001认证。

今年4月24日，曾获得雅典奥
运会射击冠军的贾占波与“中国体育
彩票·新长城助学基金”受助大学生
一起来到开奖大厅，他还亲手按下摇
奖机的按钮。开奖结束后，他说：

“体彩在现场观众的见证之下、公证
人员的全程监督之下进行开奖，做到
了公开、公平、公正，担得起‘阳光
开奖’四个字，值得大家信任。”

《中国体育彩票2018年度社会责
任报告》介绍了公众关心的中国体育
彩票发行销售、渠道管理、开奖兑
奖、公益金管理和使用等重要社会责
任议题，向公众详实地展示了中国体
育彩票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报
告》以“公益体彩乐善人生”为主
题，在介绍中国体育彩票的基础概况
后，从“建设负责任的体育彩票”

“建设可信赖的体育彩票”“建设健康

持续发展的体育彩票”三个方面进行了
全面阐述。

2018年2月2日起，体育彩票票面
上出现一行字：“感谢您为公益事业贡
献××元”。每一位购彩者在购彩后都
能直观地知道自己通过买这张体育彩票
贡献了多少公益金。

彩票上悄然出现的这行字，让购彩
者明明白白购彩，清清楚楚做公益。

2018年3月，即开型体育彩票顶
呱刮推出新型兑奖方式——手机淘宝/
支付宝/微信自助兑奖。全国的购彩者
都可以体验到新型兑奖模式带来的便
利、优质和高效的服务。

体彩顶呱刮自助兑奖功能的上线，
实现了小额奖金更为便捷的“即中即
兑”自助领奖。中奖者打开手机淘宝、
支付宝或微信，扫一扫保安区的兑奖二
维码，按照提示点击兑奖，通过系统实
名认证后，即可实现小额奖金（1000
元及以下）的自助兑奖。奖金将自动进
入相应兑奖客户端的账户。

2018年11月起，体育彩票部分游
戏实现跨省通兑。部分游戏单注奖金在

1万元及以下的中奖彩票，可在兑奖有
效期内跨省级行政区域进行兑奖。

即开游戏的自助兑奖为购彩者带来
更便捷的购彩体验，也让奖金能够更快
速地落袋为安；电脑型彩票的跨省兑
奖，给购彩者带来方便，尤其是对于经
常外出的人来说，再也没有中了小奖不
值得回去领一趟的尴尬，可以有效地避
免小额弃奖的发生。

自2018年以来，在各地体彩举行的
体彩嘉年华地面推广活动中，都出现了
《责任彩票公众手册（理性购彩篇）》的
身影。内容包括“彩票是娱乐方式，而
非赚钱工具”“您是否沉迷彩票而不自
知”“未成年人不可购彩和兑奖”“赊
购、信用购彩不可取”“您是否了解非法
彩票的危害”“快乐购彩、理性投注”等
内容，倡导公益乐善为先、提倡单次少
买、谨记量力而行等。

此外，在体彩投注站，几乎每个网
点柜台都贴有“快乐购彩、理性投注”

“禁止向未成年人售彩和兑奖”的警示
语。

（综合）

体彩摸得着 责任看得见
镜头下“责任体彩”有真相

本报讯（记者潘赟）双色球第
2019054 期开奖号码为红球 7、
10、11、15、24、26，蓝球 11，
一等奖开出8注，单注奖金674万
多元，二等奖132注，单注奖金
131901元。吴江彩民收获1注二
等奖，中奖站点为震泽镇南一路
1500号32056062福彩投注站。

检索系统显示，中奖彩票售出
于5月10日晚上8点22分，是一
张手选3注的单式票。幸运的是，
这张仅投入6元的彩票中了1注二

等 奖 和 1 注 六 等 奖 ， 共 计 中 奖
131906元。32056062站点业主曹先
生告诉记者，他的站点开业十多年
了，双色球三等奖中过好多次了，
二等奖还是第一次中。虽然不知道
是哪位彩民有这么好的运气，但得
知自己站点中了1注二等奖后，曹先
生非常高兴。他告诉记者，在他站
点购彩的彩民基本都是本地的老彩
民，无论随机还是自选，大家心态都
比较好，投注金额一般不大，买一份
希望和开心。

老站点有新收获

6元小投入中双色球二等奖

专用验奖设备识别。使用专用
验奖设备是最直接有效的辨别方
法。验奖码所包含的中奖信息是即
开票唯一验奖凭证。

肉眼观察。由于即开票是采用
特殊工艺和流程印刷完成的，首先
可以通过观察彩票颜色和印刷效
果进行初步判断。然后再进行以
下观察：一是观察漂移字母反映
的中奖情况与游戏中奖情况是否
一致；二是观察隔离油墨是否完
整，隔离油墨指奖符上面完整的
透明膜状层，如果有拼接痕迹，
则有可能是假票；三是判断本张彩
票的本票号是否在本省（自治区、
直辖市）领取的范围内，若不是，
有可能是在其他行政区域销售的彩

票，也有可能是伪造彩票；四是对比
彩票的出奖是否与彩票背面的奖级构
成表一致，不会出现奖级构成表以外
的中奖金额。

工具观察。除了肉眼观察，还可
以借助工具辨别彩票真伪。常用工具
包括放大镜、观版镜等，更专业的识
别工具包括长短波紫外线测试灯、文
检仪等。销售网点最常用的观察工具
是放大镜，超市、文具店购买的放大
镜可以用于观察微缩文字、点阵图符
等内容。通过放大镜观察，若彩票玩
法区内的底纹不是由中国福利彩票拼
音首字母“ZGFLCP”字符组成，或
彩票玩法区内的图符不是由规则的点
组成的图形，可以直接判定为伪造彩
票。 （综合）

即开型福利彩票的防伪措施与识别方法介绍（下）

福彩即开票辨别真伪方法

本报讯（周芳红 记者潘赟） 5
月9日晚，福彩双色球第2019053
期开奖，开出红球 4、16、22、25、
29、31，蓝球8。当期开出一等奖12
注，单注奖金596万多元；二等奖
109注，单注奖金133437元，吴江
一彩民喜中1注二等奖。

据了解，该注二等奖出自吴江
经济技术开发区庞东路悦购超市一
楼32054016福彩站点，中奖票是
一张机选5注的单式票，出票时间

是5月7日20点22分。站点销售员汪
先生告诉记者，他的站点开业两三年
了，这是第一次中双色球二等奖。“到
我们这里购彩的彩民还是挺多的，多
人少买，人气比较旺。”汪先生说，中
奖彩民可能是一位住在附近的老彩
民，但是到他店里买票的次数不多，
7日晚上该彩民买完票之后还特意留
了他们店里的电话。“中奖后第二天一
大早，他就打电话来咨询兑奖事宜
了，我也为他感到高兴。”汪先生说。

吴江开发区一站点首迎双色球二等奖

随机投注中奖13万多元
本报讯（记者潘赟）3D第2019113

期开奖号码为238，全省单选中奖注数
为758注，吴江一彩民就独揽其中的
100注，共计中奖104000元。

中奖站点为盛泽永和商区1号
32056074福彩专卖店。得知自己站
点又中了3D大奖，业主朱先生十分
激动：“最近我们站点刚中过3D11
万多元奖金，受此消息影响，购买
3D彩票的彩民比以前多，该玩法销
售额稳步提升。”

据朱先生介绍，这次的中奖彩民在
永和商区做生意，也是 3D 的忠实粉
丝，经常到他店里打3D，之前几千元的
小奖中过几次。“这次他看好了238这组
号码，可能是感觉不错，中午打了50倍
后，下午又打了50倍，能中10万多元
奖金也算是对他长期购彩的回报吧。”朱
先生笑呵呵地说。

据了解，32056074站点开业十年
了，中过1注双色球二等奖，3D奖金最
高中过21万多元呢。

老彩民稳准狠

单挑倍投中3D奖金10万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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