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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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中奖已经是件走好运的事儿，
但你想过中了奖还能获得额外再送的
奖金吗？这样的好事就发生在汾湖高
新区新友花苑的32056024福彩专卖
店，两位幸运彩民先后在该彩票店买
了刮刮乐中的“超给力”，抱得大奖而
归。

业主屠先生介绍说，这两位彩民
中奖相差没几天，一个中奖时自己当
时没在店里，情况不太了解；另一个
是中年人，因为“超给力”是新票，
因此他是抱着尝鲜的心态来的，买了
20张面值50元的“超给力”，刮到第
四张的时候就发现中奖了，当屠先生
告诉彩民“超给力”正好在搞活动，
中一万还能再送一万，可以得到2万
元奖金，中奖者顿时乐开了花，直呼

“太给力了”。

据介绍，福彩刮刮乐“超给力”
系列票于 8 月上市，票面主色调由
红、金两色构成，一个个由金灿灿的
麦穗托起的点赞、给力手势，象征着
生活日益富裕起来的人们对祖国发自
内心的赞美，而大大的“赞”字更是
直接点明了这款彩票的主题。“超给
力”系列彩票统一采用目前最受市场
欢迎的“对数字+特殊图符”玩法，奖
级丰富，彩民可以体验到更多的中奖
乐趣。

“超给力”为系列票，分为 10
元、20元、50元三种面值，对应头奖
分别是30万元、80万元、100万元。
刮开覆盖膜，如果任意一个“我的号码”
与“中奖号码”相同，即可获得该“我的
号码”下方所对应的奖金，中奖奖金兼
中兼得。如果刮出星状的图符，即可

获得玩法区内所有的奖金之和。
据了解，本次派奖活动时间自

2020年9月10日0时起，至10月20
日17时止，对兑取“超给力”彩票1
万元及以上奖等的购彩者进行派奖，
每个奖等的派奖金额等于相应奖级的
设奖金额，具体为：兑取100万元的
中奖者，派送100万元固定奖金；兑
取80万元的中奖者，派送80万元固定
奖金；兑取30万元的中奖者，派送30
万元固定奖金；兑取10万元的中奖
者，派送10万元固定奖金；兑取1万
元的中奖者，派送1万元固定奖金。
若派奖期内派奖奖金派发完毕，派奖
活动自然截止；若派奖到期后派奖奖
金有结余，结余奖金返回一般调节基
金；若派奖奖金超支，差额部分有一
般调节基金补齐。

除了中奖者有福利，业主也有大
礼，彩民成功兑取1万元（含）以上
奖等彩票的，售出中奖彩票的站点将
获得票面奖金额1%的奖励。凡订购

“超给力”即开票并成功销售的站点，
按系统记录销售金额的1%给予奖励。
派奖活动结束后，销售机构根据活动
期间站点销量报送排名前10站点销售
人员，全国共申报320人，将从中抽
取80人在中福彩中心演播大厅参加

“刮刮乐翻天”现场闯关游戏，共同
“瓜分”100万元奖金，奖金设置现场
公布。活动结束后幸运销售人员还将
参加“走近刮刮乐”活动。

活动来袭，还没玩过的彩民朋友
可以就近去各大福彩专卖店体验一
番，享受这场“超给力”的秋日狂欢
盛宴吧。

吴江两彩民中一万多得一万

福彩刮刮乐“超给力”系列票1.5亿元大派奖
融媒记者 孙江波

本报讯 （融媒记者孙江
波） 近日，体彩排列 5 第
20208期开奖号码为8、1、1、
0、3，吴江一位彩民斩获了3
注一等奖，共计中奖30万元。

排列5第20208期全国共
中出90注一等奖，吴江一彩民
凭借一张3注各倍投3倍的直

选票，仅花费18元就轻松擒获3
注一等奖。中奖站点为吴江区油
车路109号的05637体彩网点。
网点销售员朱女士表示，中奖者
是位老彩民，平时各种玩法都会
试一试，这次选了3组号码，第二
组数字与开奖号码不谋而合，一
举收获30万元大奖。

3注排列5头奖收入囊中

幸运小伙喜中30万元

本报讯 （融媒记者孙江
波）难得买张双色球彩票就中
奖。日前，在汾湖高新区芦墟
浦北路522号的32051076福
彩专卖店购彩的一位彩民喜中
10注双色球三等奖，共计中奖
3万元。

双色球第 2020088 期开
奖号码为红球 26、12、29、
01、30、06，蓝球12，当期
一等奖中 14 注，每注奖金
6377823 元；二等奖中 175
注，每注奖金137782元；三
等奖中 1777 注，每注奖金

3000元。
在32051076站点购彩的一

位彩民一号之差，命中10注三
等奖。该站点业主兼销售员陶先
生介绍说，中奖彩民偶尔会到他
那里买几注双色球，这次的两注
号码是机选的，各倍投10倍，
花了40元。幸运的是，第一注
号码和开奖号码只差了一个红
球，从而命中10注三等奖，中
奖金额达到了3万元。

“我们站点中过好几次双色
球三等奖了。”业主陶先生开心
地说。

偶尔购彩就中了10注双色球三等奖

本报讯（融媒记者徐驰）
9月 1日至12月31日，建行
龙卡信用卡“天天消费 月月
有礼”活动来袭，四重福利让
你一嗨到底。

福利一：开门见喜。报名
成功即可享受一分钱换购价值
10元三网通话费优惠1次。

福利二：龙卡达人。活动
期间每自然月连续四周每周消
费100元及以上有机会享使用
一分钱换购价值100元三网通
话费。

福利三：勇攀高峰。活动
期间每自然月累计消费1666
元（含）及以上且交易笔数满
3笔客户，有机会享受一分钱
换购价值 100 元、200 元、
300元三网通话费。

福利四：幸运转盘。报名
成功，活动期间每自然月消费
满3笔，未获得龙卡达人且未
获得勇攀高峰获奖资格，可参
与幸运转盘抽奖，百分百中
奖，最高可获得100元话费。

以上四项活动每自然月期
间，开门见喜与其他活动可同

享，龙卡达人与勇攀高峰可同
享；幸运转盘与龙卡达人、勇攀
高峰不可同享。

本次活动，苏州地区龙卡信
用卡持卡人均可参加。如何报名
呢？关注“龙卡信用卡-苏州”
微信公众号—“我要优惠”—

“天天消费月月有礼”，或登录
“中国建设银行”手机银行
APP—“苏式生活”—“天天消
费月月有礼”。

如何换购呢？开门见喜报
名成功即可在报名页面使用龙
卡信用卡支付一分钱换购价值
10元三网通话费优惠1份。龙
卡达人、勇攀高峰奖励换购渠
道：登录“中国建设银行”手
机银行APP—“苏式生活”—

“信用卡”—“邀约专享”—
“天天消费月月有礼”—“领奖
专区”。

幸运转盘随机抽取渠道：登
录“中国建设银行”手机银行
APP—“苏式生活”—“信用
卡”—“邀约专享”—“天天消
费月月有礼”—“领奖专区”—

“幸运转盘”。

天天消费 月月有礼

建行四重福利惊喜来袭

本报讯（融媒记者徐驰）农
行信用卡积分换豪礼、笔笔抽惊
喜活动再度启幕，京东E卡、手
机话费等你来拿。

2020年 9月9日至2021年
2月 28日，农行信用卡主卡持
卡人（附属卡、商务卡、准贷记
卡、白联通卡、航空联名卡除

外）单笔消费（限人民币交易）
每满66元即可获得一次当日抽
奖机会，登录农行掌银—信用
卡—乐玩积分专属活动页面赢取
心动好礼。每次抽奖将自动扣除
客户名下6个个人积分。活动奖
品包括10元、50元京东E卡，
10元手机话费。

积分换豪礼 笔笔抽惊喜

农行卡消费满额笔笔抽

本报讯（融媒记者徐驰）为
提高客户对服务窗口的满意度和
美誉度，工行吴江分行连日来积
极开展“乘文明城市创建东风，促
网点优质服务提升”专项活动。

活动中，该行成立了领导小
组，明确了牵头责任部门和活动
督导员、日常联系人，专门负责
网点工作开展情况的检查、推动
和落实。各网点负责人担起窗口
单位第一责任人的担子，对照
《文明城市创建督导表》和《三

大工程对照自查表》，逐条“过
堂”“达标”，且持续保持达标原
样。与此同时，牵头部门组成检
查小组，对全辖20个网点现场
检查。针对门前“三包”管理这
一集中突出问题，该行建立了网
点每日自查台账，明确自查项
目、检查要求、检查人、负责
人，确保整改效果。该行相关负
责人表示，将通过不断优化环
境、提升服务质量，打造工行吴
江分行的好口碑。

乘文明城市创建东风

吴江工行促网点优质服务提升

本报讯（融媒记者孙江波）尽
管进入秋季，但秋老虎余威还在。
连日来，区福彩中心为四季如一日
奋战在销售一线的业主和销售员们
送去了慰问品，表达关心和感谢。

此次慰问活动，区福彩中心
为全区 230 个站点送上了洗发
水、洗衣液等生活用品，走访过
程中了解业主们的销售情况以及
在销售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提出
的各类建议。在吴江经济技术开
发区屯村东路385号的32056077
福彩站点，中心工作人员向业主
叮嘱道：现在入秋了，早晚温差
大，要注意做好换季防护和站点
安全防患工作。

近年来，区福彩中心在福利彩
票销售管理工作中，一直把服务工
作作为重点，多次开展培训、走访
慰问等活动，拉近与一线人员的距
离，为形成整体合力奠定良好基
础，齐心协力为福彩事业添砖加
瓦。

区福彩中心开展慰问活动区福彩中心开展慰问活动

9 月 15日，创业板史上
首批ST股正式亮相，三只股
票价格一度集体上扬。截至收
盘，ST天龙涨 11.05%，ST
网力跌 3.01%， ST 乐凯涨
1.74%，三只股票换手率均已
超10%。其中，ST天龙一度
涨超13%。

9 月 13 日晚，天龙光
电、东方网力、乐凯新材公告
称，9月14日停牌一天，自9
月15日起复牌，复牌后股票
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ST），
股票简称分别变更为 ST 天
龙、ST网力、ST乐凯，股票
日涨跌幅限制仍为20%。这
是创业板史上首批ST股。

2020年6月12日，深交
所发布的《创业板股票上市规
则 （2020 年修订）》 规定，
上市公司出现财务状况或者其
他状况异常，导致其股票存在
终止上市风险，或者投资者难
以判断公司前景，其投资权益
可能受到损害的，深交所有权
对该公司股票交易实施风险警
示。

其中，上市公司股票交易
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在股
票简称前冠以“*ST”字样；
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在股
票简称前冠以“ST”字样，

以区别于其他股票。公司同时
存在退市风险警示和其他风险
警示情形的，在股票简称前冠
以“*ST”字样。而此后发布
的相关通知明确，创业板风险
警示股票涨跌幅限制比例与创
业板普通股票一样为20%。

新《上市规则》中，有关
其他风险警示的规定自2020
年 9月12日起实施。实施其
他风险警示具体涉及到五大情
形：（一）公司生产经营活动
受到严重影响且预计在三个月
以内不能恢复正常；（二）公
司主 要银行账号被冻 结；
（三）公司董事会无法正常召
开会议并形成董事会决议；
（四）公司向控股股东或者其
关联人提供资金或者违反规定
程序对外提供担保且情形严重
的；（五）深交所认定的其他
情形。

在创业板首批ST股中，
乐凯新材和天龙光电均触发了

“公司生产经营活动受到严重
影响且预计在三个月以内不能
恢复正常”的条件；东方网力
则因“公司向控股股东或者其
关联人提供资金或者违反规定
程序对外提供担保且情形严重
的”。

具体来看，乐凯新材公告

称，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热敏磁票销售收入占公司营业收
入的比例为70.59%，是公司最
主要的产品。2020年 6月，国
铁集团及其下属企业停止采购热
敏磁票产品，公司“热敏磁票生
产线”一直处于停产状态，且预
计在三个月以内无法恢复生产。
鉴于客票电子化持续推进，国铁
集团及其下属企业存在永久停止
采购公司热敏磁票产品的可能
性，对公司营业收入、现金流和
经营性利润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天龙光电公告称，公司自
2018 年 12 月以来持续停工停
产，原有单晶炉及多晶炉产品未
能获得市场订单，生产经营严重
困难，公司管理层预计在三个月
内不能恢复正常，持续经营能力
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东方网力公告披露，鉴于两
笔已结违规担保诉讼和一笔违规
担保强制执行案件，除已经支付
和被司法划扣的金额外，公司合
计明确仍需承担的担保责任金额
为25184.12万元，占2019年经
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的33.96%。截至目前，公
司对减少违规担保余额尚未有明
确解决方案，且预计2020年10
月12日前不能解决。

（综合）

创业板史上首批ST股亮相
两涨一跌 ST天龙涨11.05%

慰问现场慰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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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列3

排列5

开奖期号

20120

20209

20209

中奖号码

5,7,3,5,7,8,8

2,0,7

2,0,7,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