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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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不觉间，自全国体育彩票
系统于2017年首次明确“建设负
责任、可信赖、健康持续发展的国
家公益彩票”的发展目标，已经过
去了两年多。在这两年多里，围绕
责任彩票建设，体育彩票不断推出
或意在完善自我、或剑指彩市顽疾
的“组合拳”。在“组合拳”的持
续发力下，体育彩票的市场环境得
到进一步净化，新的良性循环系统
正在全面建成之中。

从两年多的实践来看，体育彩
票以责任彩票建设为目标而设计的
这套“组合拳”，主要分为两类：
一类是“强身健体拳”，一类是

“抗毒怯病拳”。
“强身健体拳”的实例有不

少，举两个。
2018年 2月，体育彩票票面

出现了一次“大变脸”——从当月
开始，每张体彩票面上都会出现一
行“感谢您为公益事业贡献××
元”的公益金贡献额度提示。这一

“拳法”的推出，目的就是让购彩
者对于自己所做的公益贡献心知肚
明，明明白白买彩票，开开心心做
公益。这种拳法，就属于“强身健
体拳”的一种。

体彩的“强身健体拳”还有一
个在购彩群体中赢得好评的案例。
2018年11月起，体彩大乐透、7
星彩、传统足彩和竞彩游戏单注奖
金在1万元及以下的中奖彩票，在
兑奖有效期内可以跨省级行政区域
进行兑奖。有评论为此点赞称，看

似“通兑落地的一小步”，却是“方便
购彩的一大步”。

至于“抗毒怯病拳”，体彩在这
方面的“拳法”似乎更多。在践行责
任的同时，体彩机构还针对安全运
行、合法合规销售彩票不断出台有力
举措，祭出“组合拳”，有些“拳”
甚至“挥向自身”，大有“壮士断
腕、刮骨疗毒”的磅礴之势。这类

“组合拳”的具体举措包括：加大打
击违规销售互联网彩票的力度，严禁
开展即开型彩票规模销售，全面禁止
相关彩票游戏的非理性营销，严格
管控购彩群体中的非理性行为，叫
停电子投注单和即开票扫码兑奖服
务，常态化开展网点安全风险排查工
作等。

不看广告看疗效——围绕责任彩
票建设，体彩的“拳法”确实不少，
那么效果怎样？

在责任彩票建设的这个“拳台”
上，体育彩票曾经斩获一条熠熠生辉
的“金腰带”。2018年12月，中国体
育彩票在我国彩票领域内率先通过世
界彩票协会责任彩票三级认证。有媒
体评论：“这表明，党的十九大后，
体彩立下的小目标取得了阶段性胜
利。”

一个个小目标，凝聚成一张宏伟
的“责任体彩蓝图”。人们有理由期
待，无论此前、当前，还是以后，中
国体育彩票责任建设的“组合拳”永
远不会停歇，将会收获越来越多的

“金腰带”。
（综合）

彩市新语：

体彩的“组合拳”与“金腰带”

图为沈伟在为购彩者打票。（潘赟摄）

在餐饮界，有很多“苍蝇”
店，意思是说店内环境虽然简陋，
但是菜的味道很好，人气很旺。食
客之所以愿意忍受嘈杂的环境排队
去吃“苍蝇”店，是因为菜的味道
确实好。不过，如果这些小店提升
一下店内环境，相信食客会更多，
人气会更旺。

在全国的彩票网点中，也有很
多“苍蝇”店，店内环境一般，购彩者
全无舒适可言。近年来，各地彩票管
理部门不断对网点进行升级改造，
店招亮了、设施多了、服务项目更全
了，购彩者能够也愿意坐下来了。

很多网点改造后，业主都表
示，环境好了，购彩者多了，销量
也更高了。

消灭彩票“苍蝇”店，各地都
在行动。升级改造后的网点，不但
提升了公益彩票的整体形象，也为
购彩者带来更好的购彩体验，对于
行业的健康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
用。 （综合）

消灭彩票
“苍蝇”店

本报讯（融媒记者潘赟） 3D
第2019217期开奖号码为361，吴
江彩民收获 20 注单选和 5 注组
六，共计中奖21665元。

中奖的是震泽小商品市场
32051048福彩站点，业主张先生自
豪地告诉记者，他的站点开业十几年
了，中过三次双色球二等奖，其中一
次一下中了5注，奖金113万多元呢。

这次 3D 单票中 2 万多元奖
金，在他站点该游戏中奖历史上，
算是金额相当高的了。

中奖彩票上有2注单选和2注
组六，单选各倍投20倍，组六各
倍投5倍，共计投入100元。幸运
的是，其中1注单选号码361和1
注组六号码136，与开奖号码不谋
而合。于是，该彩民的100元小投入
一下换来了2万多元的丰厚回报。

百元投入换来万元大奖

单选+组六中3D2万多元

本报讯（融媒记者潘赟）双色球
第 2019091 期开奖号码为红球 7、
10、21、24、29、32，蓝球11，当
期送出2注一等奖，单注奖金1000
万元。吴江一彩民单挑1注，倍投5
倍，前区一号之差，中5注三等奖，
共计中奖1.5万元。

中 奖 站 点 为 松 陵 笠 泽 路

32051058福彩专卖店，据该站点业主
曹先生介绍，他的站点开业好多年了，
双色球二等奖中出过很多次，就是总和
一等奖差之毫厘。这次的三等奖也是如
此，中奖彩票上只有1注号码 2、7、
21、24、29、32—11，和开奖号码红
球就差了一个号。就是这一号之差，让
该彩民错失了5注一等奖，奖金得几千

万元呢。
据了解，中奖者是一名30岁左右

的本地彩民，对双色球游戏挺有研究
的。这次他自己选了一组号码后就倍投
5倍，没想到，和当期开奖号码如此接
近，虽然和几千万元巨奖失之交臂，不
过10元能换来1.5万元的奖金，性价比
相当高了。

只差一个号 “丢”了几千万

彩民单挑倍投中双色球1.5万元

本报讯 （融媒记者潘赟） 福
彩 3D 第 2019209 期开奖号码为
306，当期江苏彩民共中出 963
注单选，吴江一彩民就收获了其
中的 150 注，共计中奖 156000
元。

中奖站点是汾湖高新区汤角村
32054037福彩专卖店，该站点业
主田女士笑呵呵地说，3D能中15
万多元确实挺厉害的，这也是她站
点至今中出的最高奖了。据田女士
介绍，中奖彩民是她店里的老顾
客，现在虽然打的次数没有以前多
了，但感觉好的时候，还是会大胆
投注。

“他这次看好了 306 这个号
码，当时想买300倍的呢，后来考
虑到成本，还是减少了一半。”田
女士说。

果然，该彩民的感觉还是蛮准
的，单挑倍投150倍，一举揽获了
156000元奖金。“我站点之前最大

的奖是刮刮乐‘7乐无穷’10万元，
现在15万多元的奖金刷新了这个纪
录，真心为彩民的眼光和魄力点赞！”
田女士高兴地说。

突降3D大奖让销售员乐开了花

眼光加魄力
助彩民揽奖15万多元

本报讯（融媒记者潘赟）大乐透
第 19093 期开奖号码为 16、17、26、
29、35+1、7，送出9注一等奖，单注
基本奖金1000万元，其中2注采用
追加投注，每注多得奖金800万元。
吴江一购彩者凭借一张8+3的复式
票，擒获4注四等奖、8注五等奖和

若干小奖，共计中奖2万多元。
中奖网点为盛泽幸福路 104 号

55676体彩旗舰店，该网点销售员林女
士说，这张中奖彩票真是太可惜了，前
区就没选26，结果少中了几千万元。
据林女士介绍，55676体彩网点开业两
年左右，至今虽然没中出过什么大奖，

但前来购彩的人还是挺多的。在投注大
乐透的时候，很多人都喜欢采用复式或
胆拖的方式，所以对于这次的中奖彩
票，林女士并没有很深的印象。

林女士回忆道：“这应该是一名女
性购彩者中的，能选中4+2，已经蛮厉
害了。”

差了一个号 “损失”不得了

复式票中大乐透2万多元

位于吴江八坼胜信路的55611
体彩专卖店是一家百万大奖网点，
曾在2013年 5月中出过1注大乐
透一等奖500万元，当时，业主沈
伟经营该网点还不到两年时间。都
说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在大
奖加持下，这几年，55611网点的
生意蒸蒸日上，销量一直很稳定，
不少购彩者宁可多走点路也要到该
网点购买彩票。

结婚创业两不误
开彩票店实现创业梦

沈伟是个80后，土生土长的
八坼人，在从事体彩销售之前，他
曾在企业里上过班，自己做“老
板”，一直是他的梦想。

2011年10月，刚结婚的沈伟
辞去了原来的工作，正在寻觅创业
机会的他，机缘巧合下，接触到体
彩销售行业，申请开办了55611体
彩网点。三十而立，从此，沈伟开
启了自己的创业路，全心全意投入
到体彩销售事业中。

55611体彩网点附近有很多工
厂，年轻的外来打工者是这里的购
彩主力军，多人少买，很多购彩者
都喜欢随手买上几注大乐透、七位
数碰碰运气。2013 年 5 月 11 日
晚，好运就降临到了55611体彩网
点，当晚开奖的大乐透送出8注一
等奖，单注奖金500万元，其中1
注就被55611网点的一位购彩者命
中。虽然事情已经过去好几年了，

但大奖效应依旧。“以前不少人不相
信中几百万元这样的事情是真的，所
以宁可选择玩11选5这样的高频游
戏，真的有人中了大奖，很多人的疑
虑也就打消了。”沈伟说。

动脑筋研究号码
发起合买中了二等奖

每天，沈伟都早早来到店里，烧
好开水等着顾客进来喝茶聊天，大家
在一起以彩会友，平淡的日子也能有
滋有味。

多年的彩票营销，让沈伟逐渐成
为行家里手。他深知，中奖毕竟是小
概率事件，购彩应该理性投注，量力
而行，更多地把购彩当成休闲娱乐的
方式而不是一夜暴富的手段。所以，
他经常研究各种玩法，积极为购彩者
推荐号码，无论是11选5还是大乐
透，他都会为购彩者推荐，经常能让
购彩者们有所收获。

让沈伟颇为自豪的是，2017年7
月，他推荐的一组复式号码，18人
合买了一张大乐透彩票，幸运命中当
期二等奖，奖金十几万元。“我多动
动脑筋，能让很多人一起分享幸运，

真的很开心。”沈伟说，所谓众人拾柴
火焰高，合买在降低投注成本的同时
还能提高中奖几率，近年来，合买中
大奖的事情时有发生，受到很多购彩
者的欢迎。

东边不亮西边亮
销售员一句话拨云见日

之前，55611网点中出过顶呱刮
即开票10万元头奖，但自从他成为业
主之后，就再没中过即开大奖了。“最
多中过1000元的，我也真是挺纳闷
的，我这里票种算是蛮多的，刮的人
也不少，怎么就是不出奖呢，几百元
的小奖都很少。”对此，沈伟觉得挺

“对不住”购彩者们的。
有一次，一名购彩者过来玩，买

了100元的顶呱刮，结果只中了10元
的小奖。他有点失望，本来想再换一
张刮，刮完就算了。所幸的是，沈伟
的一句话瞬间扭转了局面。“我和他
说，今天刮奖的手气可能不太好，倒
不如用这10块钱买几注11选5，说不
定有惊喜哦。”沈伟说，购彩者采纳了他
的建议，自己编了一组号码打了5倍任
五。很快，11选5开奖了，该购彩者选
的5个数字先后跳了出来。“中了，中
了！”他兴奋地喊了起来，除了感谢自己
的运气好，他更该感谢的是销售员，让
他从损失上百元一下子收获了2700元
奖金。面对购彩者的连连称谢，沈伟微
笑着摆摆手，“让购彩者们多中奖是销
售员应该做的，我多为他们考虑，他
们也会照顾我的生意，都是相互的。”

总在为购彩者考虑的销售员
——记55611体彩网点业主沈伟

融媒记者 潘赟

彩种

7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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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奖期号

19125

19218

19218

中奖号码

6，4，0，7，5，9，6

6，4，9

6，4，9，2，5

彩种

3D

15选5

双色球

开奖期号

2019218

2019218

2019094

中奖号码

5，3，2

2，3，4，10，14

5，10，12，18，19，
2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