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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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盛泽舜新中路的
05693体彩专卖店，是一家开
业多年的网点，身处闹市区的
该网点，不仅是购彩者们经常
光顾的地方，更是展示体彩公
益形象、服务百姓的窗口。

带动中年妇女就业的窗口

张英娟和朱小芹是05693
网点的两名销售员，两人都是
三四十岁的中年妇女，自从应
聘成为体彩销售员，两人都很
珍惜这份工作，轮流担负起体
彩营销和服务购彩者的职责。
用她们的话说是，“体彩给了
我们这样的家庭主妇再就业的
机会，我们要用勤勤恳恳的工
作做好这份公益事业。”

无论严寒还是酷暑，两人
都早早地来到网点，打扫卫生，
打开设备，迎接购彩者们的到
来。“我们以前对彩票并不了解，
但做了销售员以后，每天都在和
它们打交道，再加上和购彩者们
多沟通交流，慢慢地也成了内
行。”张英娟说。

童叟无欺 2元就能中大奖

运气这东西是很公平的，

可以说童叟无欺。张英娟清楚
地记得，05693网点曾经中出
的1注大乐透二等奖和1注大
乐透三等奖，都是2元一张的
单式票，特别是那次二等奖，
更是让人印象深刻。

“中奖的是一位80多岁的
本地老爷爷，几乎每天都要到
我们这里买买彩票，购彩给他
的晚年生活增添了不少乐
趣。”张英娟说，“大乐透开奖
日他就买1注大乐透，七位数
开奖日就买1注7位数，都是
随机投注，每次2元钱。”

正是这样的好心态，让
老爷爷用小投入收获了不少乐
趣。终于有一次，他随机选的
1注大乐透，前区与开奖号完
全相同，后区7、8与开奖号
6、7差之毫厘，就这样，老
爷爷毫不费力地成功擒获了1
注二等奖，奖金7万多元。

渴了累了都会进去歇一歇

走进05693网点，里面
虽然没有高档的装修，但地面
上干干净净，宽敞明亮，空气
对流，十分清爽。不仅环境
好，夏天冷气开放，冬天暖意
融融，饮用水、充电设备等一
应俱全。难怪这里不仅是购彩

者们喜欢来的地方，也是过往
市民经常驻足的场所。

“我们门前长年停着一辆
环卫车，环卫工人把这里当成
了休息点。”张英娟说，“不管

是干什么工作的，只要渴了累
了，都可以到店里来坐会儿歇
一歇，不管买不买彩票，或是
买多买少，我们都是笑脸相
迎，热情接待。”

因此，05693网点的人气
一直很足，不管是大乐透、7
位数，还是排列3、排列5，抑
或是11选5，都拥有一批忠实
粉丝。

是体彩网点 更是服务百姓的窗口
——记盛泽05693体彩专卖店

融媒记者 潘赟

为进一步提升福彩乐透和基
诺游戏品牌形象，提升公众对福
彩游戏的认知度和参与度，福彩
乐透客户端将于10月9日—10
月15日举行“线上试玩双色球
超级奖励马上来”、“玩转‘快乐
8’幸运乐开花”活动，豪华大
礼蓄势待发，以飨彩友。

线上试玩双色球 超级奖励
马上来

1. 活动时间：
10月9日—10月15日（每

日7：00—20：00），共7天。
2. 活动规则：
①用户每日可进行“福彩双

色球”试玩投注；
②投注方式：单式或复式

（红球最多可选10个，蓝球最多
可选7个）；

③每人每天最多可有3次抽
取“50元京东E卡”机会。

3. 奖励规则：
用户投注完成后，无论模拟

投注中奖与否均可获得抽取
“50元京东E卡”机会一次，每
人每天最多可有3次抽奖机会。

玩转“快乐 8” 幸运乐开
花

1. 活动时间：
10月9日—10月15日（每

日7：00—22：00），共7天。
2. 活动规则：
①用户从1—80个号码中挑

选1—10个号码进行投注；
②每人每天最多可有3次抽

取“50元京东E卡”机会。
3. 奖励规则：
用户投注完成后，无论模拟

投注中奖与否均可获得一次抽取
随机奖品“50元京东E卡”机
会，每人每天最多可有3次抽奖
机会。 （综合）

金秋送爽 乐透有“礼”

业余买点彩票，早已是司空
见惯的一件事。对于上有老下有
小的中年购彩者来说，买彩最忌
讳两件事：一是瞒着家人买，二
是大额投注。

生活中很多纠纷，源于互相
隐瞒。丈夫为满足个人兴趣爱
好，偷偷买彩票。殊不知，如果
碰上对体育彩票公益性不了解的
妻子，丈夫的这种行为，无疑会
破坏夫妻间的感情和睦。买彩票
前，最好还是和家人互相沟通，
达成共识，是比较明智的做法。

大额投注，不但会加重个人
经济负担，也会对整个家庭造
成不良的影响。买彩票前没有
做好规划，没有认识到“常买
不中”是常态这一事实，抱着

“一把翻盘”的危险想法，最
终导致破产的购彩者，生活中
偶有见到。这种做法值得购彩者
警惕。

买彩票，最终目的是为了更
好的生活。日常购彩，和为贵，
家庭和睦，尤为可贵。

（综合）

日常购彩“和为贵”

本报讯（融媒记者潘赟）
现在，吴江福彩站点业主有了
专属联名卡。日前，省农行工作
人员来到吴江区福彩中心，为
申请金穗江苏福彩联名卡的站
点业主们集中办理该联名卡。

金穗江苏福彩联名卡作为
农业银行主结算账号，可将站
点日常结算资金进行归集，并
将此卡用于福彩缴款、代销
费、返奖等日常结算。该卡工
本费、年费及小额账户管理费
全免，持卡人可免费开通网
银、掌银电子渠道 （包含K
宝、K令费用减免等）。持卡
人还可享受微信、支付宝手续
费减免权益。

农行将为福彩站点的联名
卡持卡人提供农行E收款产
品，为持有联名卡的站点定期

提供E收款手续费减免政策。
根据联名卡持卡人代销费金
额，农行还将择优将持卡人纳

入该行网捷贷客户，提供随借
随还最高额度30万元的信用贷
款。

福彩销售站点有了专属联名卡
区福彩中心为站点集中办理金穗江苏福彩联名卡

本报讯 （融媒记者潘
赟）大乐透第19112期开奖
号 码 为 3、 10、 16、 21、
33+5、6，当期送出13注
一等奖，单注基本奖金
1000万元，其中2注采用
追加投注，每注多得800万
元。在松陵联杨邻里中心
55672体彩网点投注的购彩
者命中1注三等奖和5注七

等奖，共计中奖10500元。
中奖彩票为 6+2的复

式票，投入12元，号码为
3、10、16、17、21、33+
1、3，前区全部命中开奖
号码。据55672网点业主林
先生介绍，他的网点开业十
多年了，中过排列 5大奖
10万元，甜蜜蜜头奖10万
元，只是更大的奖还没出

现。据了解，这次的中奖者是
一位技术型购彩者，经常和朋
友一起研究彩票，喜欢小复式
投注大乐透，而且屡有所获，
几百上千的小奖经常中。

“这次他同样小复式投注，
可惜后区没有选中，不然就是
千万大奖啊。”林先生说，“希
望2020年，我们网点能中个大
大的奖。”

技术型购彩者擒奖有一套

小复式中大乐透万元奖

本报讯 （融媒记者潘
赟）都说运气来了挡也挡不
住，日前，吴江一位购彩者

只花3元钱就中了1注大乐
透追加二等奖，奖金共计
80078元。

体 彩 超 级 大 乐 透 第
19112 期 开 奖 号 码 为 3、
10、 16、 21、 33 + 5、 6，
一等奖中出13注，单注基
本奖金1000万元，其中2
注采用追加投注，每注多得
奖金800万元。

据了解，这注二等奖的
号 码 为 3、 10、 16、 21、
33+5、7，中奖网点为吴江
经济技术开发区幸福里
55633体彩专卖店。网点业
主章先生高兴地告诉记者，

今年7月中旬，他的网点刚中
出1注大乐透二等奖，虽然没
有追加，不过奖金也达到了30
万余元。由于这次的出票时间
是当期大乐透开奖日晚上7点
44分了，正是购彩高峰期，章
先生表示，当时店内人很多，
花几块钱打彩票的购彩者相当
多，所以这次3元命中二等奖
的幸运儿是谁，他一点印象也
没有。

“我的网点开业十多年了，
10万元以上的奖金中过好几
次，只是目前还没有中百万元
级别的大奖，希望再接再厉
吧。”章先生笑着说。

运气来了就是这么牛

3元中大乐透二等奖

本报讯（融媒记者潘赟）
双色球第 2019109 期开奖号
码为红球 3、6、7、17、28、31，
蓝球 10，送出 5 注一等奖，
单注奖金830万多元。平望镇
中农贸市场32056044福彩专
卖店购彩的一位彩民单挑 1
注，前区一号之差，收获10注
三等奖，共计中奖30000元。

32056044站点销售员龚
先生告诉记者，他们站点开业
十年了，之前中过1次双色球
二等奖，奖金40万多元。据

介绍，这次的中奖者 60 来
岁，只是偶尔到32056044站
点买彩票。“我记得他那天过
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六七点钟
了，就让我随机打了 1注号
码，然后倍投10倍，没想到
这么幸运。”龚先生说，不过
也是挺可惜的，红球就差了一
个号码，不然就是几千万元的
大奖啊。

“希望今年年底前我们站
点能中个一等奖，哈哈哈……”
龚先生笑着说。

红球差一号少了几千万

彩民随机1注
中双色球3万元

本报讯（融媒记者潘赟）
双色球第 2019112 期开奖号
码为红球 3、 12、 14、 17、
23、27，蓝球1，送出6注一
等奖，单注奖金876万多元，
二等奖单注奖金 163107 元。
吴江两站点同时传出喜讯，各
收获1注二等奖。

中奖站点是黎里镇天鹅包
装用品厂附近32056014福彩
专卖店和松陵万宝广场肯德基
旁32054054福彩专卖店。中
奖彩票均是10元5注随机的
单式票。

32056014站点销售员肖
先生告诉记者，他的站点开业
五年，这是第一次中双色球二
等奖，之前最大的奖是3D9
万多元。由于出票时间是开奖
当天晚上7点42分，正是购

彩高峰期，肖先生表示，应该
是一位老彩民中的，但具体是
谁，确实搞不清。

和 32056014 站点相比，
开业四年的32054054站点可
谓“中奖大户”了。“我站点
每年至少有1注双色球二等奖
进账，今年已经是第 2 注
了。”32054054 站点销售员
金先生自豪地说。据了解，这
次的中奖者是一名30多岁的
新吴江人，也是32054054站
点的老彩民，是金先生的微信
好友，每到双色球开奖日都会
发信息让销售员打50元机选
票。“幸运的是，这次其中1
张彩票命中1注二等奖和1注
六等奖，共计中奖 163112
元。”金先生笑呵呵地说，希
望早日能中出一等奖。

2注双色球二等奖
分落两站点
单注奖金16万多元

本报讯 （融媒记者潘
赟）福彩3D第2019253期
开奖号码为281，吴江一幸
运彩民收获 18 注单选奖
金。由于正值3D800万元
派奖期间，中奖后收益更是
看涨，该彩民共计中奖达到
21600元。

中奖站点为汾湖高新区
金家坝金鑫西路人民桥
32051022福彩专卖店。据
销售员金先生介绍，这次的
幸运儿是一名从事餐饮行业
的技术型彩民，是3D的忠

实粉丝，几乎每期都买，每次
投入在30—50元之间。“今年
上半年他就中过6000多元奖金
呢，这次又中了2万多元，还
真是不错。”金先生说，“他喜
欢守号，两次中较大的奖都是
守号守到的。”

这次他守的号码是 281，
因为有一段时间没出，他就逐
渐增加了倍数。幸运的是，在
打到18倍的时候，开奖号码
正是281，于是，该彩民单挑
倍投，一举擒获了2万多元奖
金。

3D派奖彩民得实惠

单挑倍投揽奖2万多元

本报讯 （融媒记者潘
赟）这几天，盛泽轻纺市场
八商区32051091福彩站点
喜讯一个接着一个，一个彩
民刚中了 3D10 万多元奖
金，日前，另一个彩民又兑
取了3D奖金4万元。

福彩3D第2019252期
开 奖 号 码 为 831， 在
32051091站点购彩的一位
彩民收获30注单选和20注
组六，共计中奖 4 万元。
32051091站点销售员赵女
士告诉记者，这次的中奖者

是在盛泽做生意的绍兴人，40
岁左右，也是她站点的老顾客。

“他经常打双色球和 3D，
虽然之前没中过什么大奖，不
过还是蛮坚持的。”赵女士说，
这次他看见有个认识的彩民打
了一张单选和组六相结合的3D
彩票，觉得号码看着挺顺眼
的，就跟着打了，投注倍数比
那个彩民多不少。果然，其中
1注单选831和组六138正中开
奖号码，因为各投了30倍和
20倍，于是，该彩民中奖总金
额达到了4万元。

跟对人有“肉”吃

彩民跟打
中3D奖金4万元

本报讯 （融媒记者潘
赟）国庆前夕，吴江彩民收
到了一份福彩 3D 送来的

“大红包”——收获 3D第
2019265期奖金6万元。

中奖站点为盛泽镇大谢
村农贸市场32054001福彩
专卖店，据销售员徐先生介
绍，他们站点开业七八年
了，中过1注双色球二等奖
21万多元。“虽然没中过什
么更大的奖，不过几万元的

小奖是经常中的。”徐先生说。
据了解，这次的中奖者是

一名年轻的老彩民，各种玩法
都喜欢尝试，几千元上万元的
奖金经常能中。“玩3D他喜欢
单挑，这次就是看好了 999，
然后倍投50倍，还真中了，确
实蛮幸运的。”徐先生说。

更因为当前正值 3D游戏
800 万元派奖期间，该彩民
100元的小投入换来了6万元
的丰厚回报。

国庆前夕喜收“大红包”

彩民单挑倍投
中3D6万元

图为销售员在工作中。（潘赟摄）

彩种

7位数

排列3

排列5

开奖期号

19153

19267

19267

中奖号码

4，1，0，7，0，
6，7

0，3，5

0，3，5，4，4

彩种

3D

15选5

双色球

开奖期号

2019267

2019267

2019115

中奖号码

8，9，8

3，7，11，12，14

4，10，11，14，15，
2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