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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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媒记者潘赟）福彩东
方6+1第2019104期开奖号码为7、
3、6、7、1、9+狗，当期仅中出1
注一等奖，奖金503万多元。这注唯
一的一等奖就来自吴江。

出奖站点为横扇溪环路282号
32056047福彩专卖店，中奖彩票是
一张复式票，共中得1注一等奖、11

注三等奖、49注四等奖、113注五等奖和
234注六等奖，共计中奖5178048元。

说起32056047福彩站点，这是个
经营了整整十年的站点，八年前可是中
出过1370多万元双色球大奖的呢，这
个中奖金额至今还保持着吴江福彩第一
的记录。十年来，除了这个千万巨奖，
双色球二等奖也中出过好几注了，彩民

们都说，这里是大奖福地。
这次再添百万级别的大奖，该站点

销售员徐先生自然喜不自胜。他高兴地
告诉记者，9月7日早上8点多，他刚
开门营业，这个彩民就过来打票了。

“这个彩民我不认识，应该是第一次，
正好路过来买的，买的是864元的复式
票，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个老彩民。”徐

先生说，真可谓大胆魄、大手笔，这张
复式票豪取408注奖金，总奖金达到
517万多元，实在令人艳羡啊。

东方6+1游戏于2008年3月15日
上市，首创我国数字加生肖彩票玩法，增
强了游戏玩法的趣味性，让彩民在购彩中
体验乐趣，在乐趣中感受中奖的惊喜。最
高奖金一等奖，单注奖额超越500万元。

大奖福地又添百万大奖

大复式票擒“东方6+1”517万多元

本报讯（融媒记者潘赟）对
于吴江彩民来说，双色球二等奖
早就不是什么稀罕事，几乎每隔
一段时间就有二等奖入账。这
不 ， 日 前 开 奖 的 双 色 球 第
2019104期，吴江彩民再次收获
1注二等奖，奖金13万多元。

当期双色球开奖号码为红球
1、5、16、17、18、24，蓝球
10，送出7注一等奖，单注奖金
684万多元，二等奖120注，单
注奖金134765元。这次中出二
等奖的是盛泽镇东方广场农行对
面32051011福彩站点。检索系

统显示，中奖彩票是一张随机5
注、仅投入10元的单式票，其
中1注命中二等奖。

32051011站点业主曹先生
说，他经营福彩站点三年多，之
前中过1注双色球二等奖，这次
再中二等奖，很开心。“我们这
里是老商业区，来来往往的人很
多，彩民流动性也大，基本没有
什么固定的彩民群体。”曹先生
说，这次中奖的彩民也不知道是
哪一位，兴许就是一名正好路过
的彩民，随机打了1张票就中
了。

又一注双色球二等奖花落吴江

10元随机投注揽奖13万多元
本报讯（融媒记者潘赟）体彩即开票顶

呱刮家族又添新成员，近日，新票“国宝”
在吴江各体彩网点陆续开售。该票单张20
元，共有18次中奖机会，最高奖达100万
元。与此同时，“国宝”还同步推出“中400
元送400元红包”的馈赠活动，感兴趣的朋
友可至身边的体彩网点尝鲜。

新票“国宝”以我国特有的珍稀动物为
题材，以具有代表性的熊猫、金丝猴、藏羚
羊为票面形象，票面采用中国古典水墨晕染
技法，清雅别致，格调优雅，彰显出国宝级
动物的珍贵，从而传达公益环保正能量。

该票单张20元，共有18次中奖机会，
最高奖达100万元。游戏规则：刮开覆盖
膜，如果出现“国宝”标志，即中得该标志
下方所示的金额；如果出现“顶呱刮”标
志，即中得该标志下方所示金额的5倍。中
奖奖金兼中兼得。

“国宝”上市的同时，江苏体彩同步推出
惠民活动：即日起至9月29日，购彩者购买

“国宝”，单票中400元送400元红包一个。
活动中奖者须在销售网点领取400元红包，
中奖票全省通兑。促销活动中奖彩票须通过
网点BCR或IVT进行促销兑奖扫描验证，验
证截止时间为9月29日24∶00，逾期视为自
动放弃。外省票不参加此次活动。

顶呱刮百万新票
“国宝”贵重又优雅

中400元送400元红包

本报讯（融媒记者潘赟）“我
经营这个网点四年了，这是第一次
中 10 万元的大奖呢，真的很开
心。”日前，松陵流虹路1099号
55686体彩网点销售员孙女士说，
亲眼看到购彩者刮出顶呱刮10万
元大奖，感觉真是不一样。

顶呱刮5元经典票种“甜蜜
蜜”不愧是出奖大户，小奖自不
必说，给吴江购彩者送来的10
万元头奖都不胜枚举。这次的
10万元大奖就诞生在4张彩票
中。孙女士告诉记者，这位幸运儿
是他隔壁邻居，一名做房产中介的
30岁左右的年轻人，是顶呱刮的
忠实粉丝。

“他一有空就会到我店里刮几
张玩玩，每次投入不多，权当工作
之余的休闲娱乐。”孙女士说。

当天中午12点左右，小伙子
和他的一个朋友吃过午饭，一起来
到55686体彩网点，准备刮几张彩
票玩玩。这次他挑中了“甜蜜
蜜”，就从一本新打开的“甜蜜
蜜”中挑了4张。没想到，幸运就
此降临。当他刮到最后1张的时

候，中奖号码为“8、14”，你的号
码最后一个是“14”，当刮开下方的
数字，小伙子的心都快跳出来了，居
然是头奖10万元。

“虽然是经常玩刮刮乐的老顾客
了，但真的看到10万元大奖出现在
面前的时候，谁都会激动不已。”孙
女士说，她作为销售员，真心替幸运
的购彩者感到高兴，长期的坚持总算
换来了回报。

“挑三拣四”还真捡到了“便宜”

小伙结伴同行
中顶呱刮“甜蜜蜜”头奖10万元

8月31日，篮球世
界杯在我国的八座城市
同时开启。篮球在我国
本来就有着深厚的群众
基础，借此世界杯举办
之机，全国各地再次掀
起篮球热。在这场篮球
热中，体育彩票举办的
各项活动又为这股热潮
添了一把火。

今年以来，各地体
彩举办的与篮球有关的
活动越来越多，到了世
界杯期间达到高潮。活
动包括篮球比赛、趣味
竞猜、嘉年华活动等，
让大家在篮球的主题下
参与全民健身活动、了
解体彩公益属性、尝试
篮球竞猜等。

目前，篮球世界杯
激战正酣，随着淘汰赛
的到来，比赛更具观赏
性。各地体彩的篮球主
题活动也将更加丰富，
让更多青少年爱上篮

球，让更多购彩者熟悉竞彩，让体育彩票走
进更多人的生活。

（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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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融媒记者潘赟）记者昨
天从吴江区体彩中心获悉，体彩大乐
透“投注8+3，周六中奖免单50%”
活动将延续至 2019 年 12 月 28 日
20∶00结束，也就是说，购彩者们
还有充足的时间享受大乐透的惊喜馈
赠。

活动期间每周六开奖当期大乐透

开展活动，共持续16期，即超级大
乐透第19104期、19107期、19110
期、19113 期、19116 期、19119
期、19122 期、19125 期、19128
期、19131 期、19134 期、19137
期、19140 期、19143 期、19146
期、19149期。

活动期间，凡在苏州全市范围

内体彩销售网点 （不含安卓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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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规奖全市所有销售网点通兑，免
单50%奖励仅限在购票网点兑付。

体彩大乐透“免单”活动延续至年底

本报讯（融媒记者潘赟） 9
月3日晚，双色球第2019103期
开奖，号码为红球4、12、14、
21、27、29，蓝球12，当期仅
送出 2 注一等奖，单注奖金
1000万元，二等奖101注，单
注奖金268873元。吴江彩民擒
获1注二等奖。

中奖站点为盛泽镇前跃农贸
市场32056091福彩专卖店，这
可是一家中过千万大奖的明星站
点。业主郑女士自豪地说，她的
站点曾经在2011年的时候中过
2注双色球一等奖，奖金共计
1600多万元，这些年来，还中

过6注双色球二等奖，这次是第
7注二等奖了。“我的店基本上
平均每年都有大奖入账，这次再
中双色球二等奖，真的很开
心。”郑女士说。

检索系统显示，这次的中奖
彩票售出于 9 月 3 日晚上 6∶
51，是一张机选5注后修改的单
式票，其中1注命中了二等奖。
郑女士表示，当时正是购彩高峰
期，打10元5注机选票的彩民
特别多，确实搞不清是哪位彩民
这么幸运。“不管是谁中的，都
是可喜可贺的事情，希望大家都
能多多中奖。”郑女士说。

千万大奖站点中
第7注双色球二等奖

奖金26万多元

本报讯 （融媒记者潘赟） 记者
昨天从吴江区体彩中心获悉，中国
体彩全国象棋“民间棋王”争霸赛
江苏赛区的报名通道已于9月 1日
开启，报名截止日期为9月 15日。
如果您是18~60周岁之间的象棋爱
好者，可至全区各体彩网点现场报

名。
所有参赛选手均可获得由中国

象棋协会颁发的参赛证书，并有机
会获得中国体育彩票发放的精美纪
念品一份。获得市级、省级棋王的
参赛选手均会获得中国象棋协会颁
发的成绩证书，省级棋王将获得中

国体育彩票发放的中国体育彩票纪念
版金条8g和1000元的京东电子购物
卡。

据了解，报名不收取任何费用。特
别说明的是，本次赛事不面向专业棋手
报名（含全国运动健将即象棋国家大师
称号及大师以上者）。

体彩棋王争霸赛等您来挑战

彩种

7位数

排列3

排列5

开奖期号

19141

19246

19246

中奖号码

9，8，2，4，
4，3，3

4，2，7

4，2，7，5，0

彩种

3D

15选5

双色球

开奖期号

2019246

2019246

2019106

中奖号码

6，1，5

3，5，6，10，11

2，14，22，27，
30，33+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