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富·彩经 042019年6月12日 星期三
责编：潘 赟 排版：于雯琴 校对：姚昳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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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性投注 量力而行 如若号码有误，兑奖号码以投注点公布的为准。

本报讯（记者潘赟）为了提升
福彩即开票“刮刮乐”品牌知名
度，献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
周年，中福彩中心特地举办以“福
彩，为祖国发展增福添彩”为主题的
即开票手工艺品大赛。都说高手在
民间，吴江区福彩中心工作人员向
广大销售员和彩民朋友发出邀请：
奖金已经备好了，等你来参赛。

据了解，参赛作品要求以展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来，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取得的重要
发展成就为主题进行创作，要求主
题鲜明、内容积极、富有创新、寓

意深刻。
本次活动仅征集使用福利彩票

即开票拼接的平面手工艺品，根据
需要可少量使用电脑福利彩票。参
赛作品要求制作精美、具观赏性，
平面手工艺品的最大尺寸控制在
100cm×180cm之内；底板材质
为纸板或其他较轻的硬度板，可粘
贴或悬挂于展架或墙面（建议镶嵌
成镜框），作品厚度不得超过
10cm；要求拍摄作品制作过程视
频（不低于20秒）和成品高清图
片3张；参赛作品必须完整无损，
牢固性强，便于运输，若参赛作品

损坏将取消该作品的评选资格。
评选活动结束后，所有获奖作品

概不退还，版权归中福彩中心，中福
彩中心可将作品用于福彩宣传、展
示、出版、制作相关衍生品或公益拍
卖等，省级福彩中心提交的视频将用
于制作福彩宣传资料。

需要提醒的是，苏州地区手工艺
品申报时间为6月4日至7月21日。
请有意向参与活动的福彩投注站联系
吴江区福彩中心工作人员，填写好“刮
刮乐”即开票手工艺品大赛报名表。区
福彩中心将在7月26日前将参赛作
品电子文件发至指定邮箱，并将实物

寄至苏州市福彩中心指定地点。
中福彩中心将在9月1日至9月

30日期间举办展示、网络及现场评比
活动。

参赛作品的评分项目为：
（一）主题寓意。主题鲜明，内容

积极，作品寓意与主题相对应，具有
关联性；

（二）造型创意。外形美观，创意
新颖，造型贴近主题，色彩搭配合
理，作品具有观赏价值；

（三）制作工艺。拼接工艺创新，
设计难度高，制作工艺复杂，耗时耗
力。

福彩为祖国发展增福添彩

即开票手工艺品大赛
寻找刮刮乐手艺人

不同购彩者对“倍投”
的认识和理解，有着较大的
差距。有人认为，倍投是扩
大奖金额最强的“武器”，因
此每次投注时都喜欢用上倍
投；有人则认为，倍投发挥
作用的前提是中奖，不管奖
金多少，只要能中奖就行，
因此从不使用倍投。不管怎
样，倍投作为奖金的“调味
料”，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
用。

倍投并不意味着大额投
注。体育彩票每2元一注，倍
投最少投入仅为4元，资金量
在绝大多数购彩者可承受的范
围内。比如，对1注号码进行
5倍投，10元投入，这样的投
注方式就是不少“倍投族”常

用的投注方法。
倍投有时可能带来巨大收

益。体彩大乐透头奖单注最高
1800万元，倍投带来的放大效
果令人赞叹。前不久，广东广
州、山西太原均中出5400万元
大奖。两地大奖得主，所采用
的均为3倍投注，前者投入18
元，后者投入36元。

倍投增添购彩的乐趣。体
彩促销活动机会难得，不采用
倍投怎么能尽兴？比如，大乐
透新规则上市，政策利好购彩
者，此时，不少购彩者辅以了
小额倍投，尽情参与投注。

小额倍投，撬动巨额奖
金。如果你有钱有闲，不妨也
试试，享受中大奖的惊喜。

（综合）

倍投 大奖“调味料”

本报讯（记者潘赟）为吸
引更多的年轻彩民群体关注和
支持福彩即开票，6月 14日
开始，苏州市福彩中心将在
苏州福彩微信平台上开展

“点福星送大奖”活动，刮刮
乐彩票等你来抢。

6 月 14 日至 6 月 30 日，
用户关注福彩公众号回复“福
星”，填写手机号码后进入活
动页面，根据提示操作。页面
为用户展示福彩刮刮乐“一路
福星”彩票图，有3颗福星在
页面提示用户点亮，用户点击
每一颗星星即可随机参与答题

和模拟刮奖的任务，全部完成
后点亮 3 颗星星即可参与抽
奖。每位用户每天仅可参与1
次，奖品数量有限，送完活动
即停止。

用户中奖后，系统将自动
发送信息告知兑奖验证码和领
奖信息，用户凭此信息和有效
身份证件可至指定地点兑换奖
品，奖品为20元、30元和50
元刮刮乐彩票。领奖日期为6
月16日至7月7日。吴江地区
的兑奖地址是吴江太湖新城鲈
乡南路1433号和盛泽镇滨河北
路97号。

点福星送大奖
刮刮乐彩票等你来抢

即开型福利彩票——刮刮乐，一部没
有落幕的电影，久经岁月的打磨，历久弥
新，霸占荧屏。

1988年的一个重大决定，拉开了即
开型福利彩票登上历史舞台的帷幕，它步
伐铿锵，它信念坚定，几十年风雨无阻，
在福彩路上阔步前行。每一步都是跨越式
的发展，每一步都是历史性的进步，一次
次的突破创新，让它在风雨中站稳了脚
跟。正所谓“择一事，终一生”，中国福
利彩票用一部不曾落幕的长电影，述说着
福彩刮刮乐的昨天、今天和明天。时光不
老，我们不散。

故 事 源 起

1988年1月17日，一个不平凡的春
天，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发行中心在北
京市东城区销售面值为1元的撕开式“试
发行”奖券。这是我国第一张当作即开型
彩票销售的传统型福利彩票，它标志着即
开型福利彩票的诞生。

故 事 发 展

即开型福利彩票像初生的幼苗，一天
一个样子，朝着自己希望的模样生长。

1988年5月在广东发行的“会徽”，
是在国内组织试生产的第一张即开型刮开
式福利彩票。

1988年由香港印制的“同花乐”，为
第一张即开型揭开式福利彩票。

1989年，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发
行中心发行了以中国古典名著《水浒》中
的人物为题材的五组特种奖券，被称为

“T”券系列，即“特票”。
1992年，中国社会福利奖券发行中

心发行了“阿福06”，这是我国第一张即
开型袋装式福利彩票。

1994年，中国社会福利奖券发行中
心发行了即开型福利彩票“趣味扑克”系
列中的“绿团花图”，是第一张冠名“中

国福利彩票”的福利彩票。
1994年在法国印制的“百万爱心”福利

彩票，是第一张3元面值的即开型福利彩
票，这也是我国唯一的外印票。

1998年，我国长江、松花江、嫩江发生
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近2000万人痛失家
园，为了帮助灾区恢复重建，国务院批准中
国福利彩票发行50亿元赈灾彩票，为受灾人
群送去了温情。

2000 年 9月 1日，首次采用“网点销
售、电视开奖”的方式，发行了第一套全国
统一发行、统一开奖的“中华风采”福利彩
票，这是一款即开传统结合型福利彩票。

故 事 转 折

2005年9月，即开型福利彩票统一命名
为“刮刮乐”，“刮刮乐”成为网点即开型福
利彩票的统一品牌，上市后很快就深入人
心。2009年2月，新型彩票“福彩刮刮乐”
游戏采用了二维条码防伪保安识别系统，以
及与之相配套的先进销售物流管理系统，“刮
刮乐”的销售管理工作更加规范。

“刮刮乐”一经上市便备受广大彩民朋友
的喜爱，之后又不断推陈出新，陆续推出了
几百款主题丰富的游戏品种，主要包含节日
庆典、喜庆祝福、公益环保、主题纪念、历
史文化、自然风光、时尚娱乐、快乐运动、
卡通形象、民间游戏等。

2015年5月，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
心创新推出“喜上加喜”福利彩票，采取揭
开与刮开相结合的方式（沿彩票正面虚线揭
开后再刮开覆盖膜对奖），保持了画面完整，
填补了彩票市场揭开式彩票的空白。

2017年2月，又推出了“闪耀钻石”系
列彩票，这是国内第一款将烫金工艺应用到
票面的彩票品种。

2017年3月底，“国色天香”福利彩票
上市，这是国内首款全票面带香味的彩票，
轻轻闻去，一股清香飘然而至。“国色天香”
彩票的上市销售，在即开票历史写下了浓墨
重彩的一笔。 （综合）

福彩刮刮乐：

不曾落幕的电影 不曾迷失的初心

一年一度的“6·16江苏彩民
节”即将来袭，江苏体彩为购彩者们
准备了两大回馈活动——线下投注大
乐透赢免单，线上参与江苏体彩官方
微信互动活动赢好礼。这个彩民节，
精彩活动让你嗨翻天。

“8+3”复式投注大乐透
周六中奖免单50%

每年的彩民节，江苏体彩都以实
惠的活动回馈购彩者，今年也不例
外。今年的彩民节，将推出“欢乐彩
民节，相约大乐透；投注‘8+3’，
周六中奖免单50%”活动。活动在
体彩大乐透第19068期（6月12日晚
8点10分开售，6月15日开奖）至
19077 期 （7 月 3 日晚 8 点 10 分开
售，7月6日开奖）期间，每周六开
奖当期开展，共4期 （即大乐透第
19068 期、第 19071 期、第 19074
期、第19077期）。活动期间，凡在
省内销售网点采用“8+3”复式方式
（含基本投注和追加投注），投注每周
六开奖的大乐透游戏且中奖的，该张
彩票投注金额免单50%（多期票仅
限活动当期）。

关注江苏体彩官方微信
“寻找暖光”赢好礼

本次彩民节，除了实惠的线下活
动，线上活动同样精彩。6月16日至
6月21日每天9:00至20:00，江苏体
彩官方微信将开启“寻找暖光”活
动。活动期间，江苏省内年满18周岁
微信用户关注江苏体彩官方微信（微
信号 js- lottery，或搜索“江苏体
彩 ”），点击菜单栏内“寻找暖光”
按钮，滑动画面，选择喜欢的“光
泡”，成功点赞即可参与抽奖。奖品为
5元话费和500元加油卡。参与抽奖
前，须填写真实有效的手机号码，实
物奖品中奖者须选择领奖地区，填写
有误将影响奖品发放。用户可点击

“我的礼包”按钮查看中奖记录。如未
在 6 月 21 日 2000 前填写中奖信
息，视为弃奖。实物奖品将于活动结
束后寄至用户填写的领奖地区体彩机
构，中奖者须携带本人身份证前往领
取。手机话费将于活动结束后10个工
作日内，根据用户参与活动时填写的
手机号码进行充值。

（综合）

“6·16江苏彩民节”即将开启

本报讯（记者潘赟）日前，排列
5第 19143期开奖，号码为58198，
当期狂送101注一等奖，吴江彩友分
享其中的2注，共计中奖20万元。

中奖网点为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
运东大道751号55643体彩专卖店。
该网点销售员吴先生告诉记者，他们
网点开业十年来，大大小小的惊喜每

年都有，中过 2个
顶呱刮25万元的头
奖，中过大乐透二
等奖，还中过排列
5 大奖 50 万元，
几万元的奖金更
是经常中。

据了解，这
次的中奖者是
一名40岁左右
的新吴江人，
钟 爱 排 列 5，
喜欢采用守号
和随机相结

合的方式购彩。这次的中奖彩票就是
两张10元的单式票，第1注号码都是
58198，后4注号码各不相同。“这注
中奖号码应该是他守号的，然后其他
的几注就是随机的。”吴先生说，这次
还蛮幸运的，守号的那注和开奖号码
完全相同，于是，该彩友一下揽获了
20万元。

幸运网点每年都有惊喜

这次再添排列5大奖20万元

本报讯 （记者胡一泓） 6 月 3
日，传统足球任选9场第19073期开
奖，当期全国开出953注头奖，单注
奖金10412元，而其中1注花落吴江
太湖新城中山北路嘉鸿花园338号的
05628体彩销售网点。

从中奖票面可以看出，当期竞猜
场次涵盖了日乙、欧冠和瑞超赛事。
据05628体彩销售网点业主徐先生介

绍，这次中奖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
个由8个人组成的合买团队，而他也
是合买人之一。“我们都是足彩爱好
者，在这方面比较有研究。在购彩
前，我们经常每人选好自己比较了解
的几场比赛，最后把几个人的意见综
合起来，组成一张彩票。”徐先生说，
合买彩票一方面降低了投注风险，另
一方面也提高了中奖率。

8人合买任选9场
收获奖金1万多元

本报讯 （记者潘赟） 6月 10日
晚上10点刚过，体彩11选5最后一
期开奖，吴江一彩友赶上了当天开奖
末班车，单挑2、3、4、6、10，倍
投 50 倍，一举擒获任选五奖金
27000元。

中奖网点为七都望湖路1605号
05676体彩专卖店，据销售员姚女士
介绍，中奖者并不经常来玩，当天晚上
正好有空，才过来打几把。“那天他运

气蛮好的，才打了没几期就中了。”姚女
士说，看得出来这是个对11选5比较
有研究的技术型彩友，打之前看一下走
势，选定号码后就大胆倍投。

幸运的是，当天最后一期11选5
的开奖号码和他选的那组号码不谋而
合，于是，该彩友100元投入一下换
来了27000元大奖。“我们网点开业
后也没中过什么特别大的奖，希望更
大的幸运就在不远处。”姚女士说。

赶上当天11选5开奖末班车

幸运彩友一举擒奖27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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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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