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超级幸运”派奖倒计时

我省24位幸运儿搭上5000万派奖直通车

西宁彩民9+1复式投注喜中双色球二等奖
福利彩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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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色球”开奖开得豪放，彩友拿奖
也是相当厉害，虽说2020年已经过半，但
我省彩友也毫不逊色，接连中得大奖，再
创辉煌。7 月 7 日晚，中国福利彩票“双
色球”游戏进行第2020060期开奖，又一
注银奖花落我省。

当 期 双 色 球 红 球 号 码 为 05， 09，
14，20，24，30，大小比为 3：3，三区
比为 2：2：2；奇偶比为 2：4。其中，
红球开出两组同尾号 14、24，20、30；
三枚斜连号 05、09、24；蓝球则开出
08。全国共开出 38 注单注奖金为 523 万
多元的一等奖，分别花落广东 （4 注）、
安徽 （4 注）、福建 （3 注）、重庆 （3
注）、江苏 （2 注）、浙江 （2 注）、山东
（2 注）、河南 （2 注）、湖南 （2 注）、四
川 （2 注）、 陕 西 （2 注）、 深 圳 （2
注）、 广 西 、 北 京 、 湖 北 、 天 津 、 河
北、内蒙古、黑龙江和上海 20 地，同时
还开出 554 注单注金额 2 万多元的二等奖

和 1210 万多注固定奖。
据省福彩中心机房检索，我省收获

的这注二等奖中出于西宁市城东区北小
街 49 号 （金牛小区） 的福彩 63010913 号
彩站。据了解，中奖彩民凭借一张售出
于当日“15 时 54 分”的“9+1”复式自
选票，除中得一注二等奖外，还中得 18
注四等奖和 45 注五等奖，共揽获奖金
24474元。

“双色球”投注方式多样，大家根据
自己的收入适当投注，选出自己的心仪号
码，总有一个机会是属于您的！再次恭喜
这位彩友，期盼他（她）能早日到省福彩
中心办理兑奖手续。 （乜力耘）

为回馈广大彩友对福彩即开票的喜
爱与支持，自 2020 年 6 月 6 日零时起，
中福彩中心开展“超级幸运，超级派
奖”、“‘边刮边抖，福运到手’抖音话
题挑战赛”活动，双重惊喜燃爆这个夏
天。

活动期间，对兑取“超级幸运”一等
奖至四等奖的中奖者进行派奖，奖金翻
番，最高可中200万元。派奖金额普惠力
度之大，堪称即开票彩市的饕餮盛宴！
而一个个奖项也让我省购彩者过足了
瘾，据统计，截至7月6日，我省中出了
一个三等奖 （中奖奖金 10 万元，派奖奖
金 10 万元） 和 23 个四等奖 （中奖奖金 1
万元，派奖奖金 1 万元），合计中奖金额
33 万，派奖金额 33 万。彩民奖金翻番的

同时，其福彩销售站点也获得了相应奖
励。在此再次恭喜这些幸运中奖者和销
售站点。

此次活动将于7月15日结束，现已进
入倒计时阶段，小编提醒中奖的彩民朋
友，本次派奖活动时间以销售系统实际兑
奖时间为准，相应奖等的即开票中奖者，
应在规定时间内及时到青海省福利彩票发
行中心（西宁市城西区五四西路69号）兑
取中奖奖金并获得派奖奖金，符合条件的
中奖者不能在规定时间内兑奖的，视为放
弃派奖奖金。所以您中奖后可千万不要忘
记兑奖哦！

今年由于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福
利彩票经历了“史上最长休市期”，随着
全国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全国多地
福彩陆续开市，众多彩友第一时间直奔
福彩实体店，体验了久违的购彩乐趣，
而即开型彩票“超级幸运”派奖活动回
馈方式的再度创新，也旨在让更多人受
惠，给更多的购彩者带去惊喜和欢乐！

（苏燕）

福彩福彩游戏游戏

让彩让彩民感受不一样的民感受不一样的““金金””喜喜

说到福彩游戏，大家就能想到彩市航
母“双色球”、中盘玩法“七乐彩”、小盘
玩法“3D”还有即开型彩票“刮刮乐”，
任何一种游戏都在不断地为彩友们制造

“金”喜。
针对每一款游戏，彩民们的投注方式

不同，当然每一位中奖彩民的购彩故事也
不同，或平淡无奇、或机缘巧合、或耳濡
目染、或突发奇想。作为集万千宠爱于一
身的福彩游戏，一张张彩票为弱势群体送
去温暖与关爱的同时，它也用自身的魅力
和力量回报着我们每一个人，将一份份幸
运反馈给了奉献爱心的彩民朋友。

2020年已过了一半，让我们一起来看
看我省彩友们努力的战绩吧！截止6月30
日，我省彩友共摘得：“双色球”一等奖2注
和二等奖28注；“七乐彩”一等奖1注；“3D”
5万元以上大奖65注；“刮刮乐”7款游戏一
等奖和不计其数的固定奖，这赫赫战绩的
背后都有着一段属于自己的故事。

游戏游戏：“：“双色球双色球””

故事一：“90 后”女孩巧投双色球
823万大奖成就创业梦

从实际情况来看，女彩民购彩普遍更
加理性，女神们似乎更倾向于稳妥的“细
水长流”的投注方式，这样的好心态造就
女彩民中奖的情况不胜枚举。

在“双色球”第 2020043 期开奖中，

“90 后”女孩小窦 （化姓） 凭自己的实力
用一张“7+2”小复式揽获 8233202 元大
奖。一个来宁创业仅一年多时间的川妹
子，工作之余爱上了购彩，她购彩和寻常
彩民不同，具有鲜明的“90 后特色”，即
在注重技巧的同时强调个性。在投注号码
的选择上，她只在最初接触双色球时选择
过机选，后面很快总结出了一套适合自己
的选号技巧，具体来讲，就是借鉴他人经
验，加入自己的号码，且凭此方法收获过
无数小奖；在投注方式的选择上，小窦知
道复式投注中奖概率大于单式，她便根据
自己的经济实力选择“7+1”或“7+2”的
小复式进行投注，以有效提高所购彩票的
性价比。

游戏游戏：“：“七乐彩七乐彩””

故事二：“双色球”铁杆迷意外中得
“七乐彩”一等奖

新年，总令人充满希望，要在新年完
成的愿望清单，需要好运为伴。而福彩

“七乐彩”游戏作为一种中盘游戏玩法，
一直以来深受彩民喜爱，并在新年来临之
际给彩民朋友送上了一份“特别”礼物。

在“七乐彩”游戏第 2020004 期开奖
中，我省彩民何先生 （化姓） 幸运摘得单
注奖金为688860元的一等奖1注，为新年
的开始做了一个充分的准备。他表示：

“作为‘双色球’游戏的铁杆迷，却与
‘七乐彩’大奖的相遇，是意外的惊喜。”
从大学到现在，他一直坚持购买“双色
球”，却没中过万元大奖，所以想换个游
戏换个心情，就这样，随意买的一张10元
机选“七乐彩”实现了他的心愿。何先生
告诉工作人员说：“因为父亲自2003年开
始，就一直跟随福彩的脚步，所以自己受
到了一定的影响，也开始购
彩，但几乎回回都是机选 5
注，购彩方式很随意。至于

‘七乐彩’，会特意关注一下
奖池资金，只有在奖池资金

高的时候才会选择购买。”正所谓：“无心
插柳柳成荫”，一注幸运68万多元的大奖
就来到了他的身边。

游戏游戏：：福彩福彩““33DD””

故事三：凭第六感倍投“3D” 西宁
彩友喜获5.2万元奖金

“3D”游戏对彩民来说，只需从 0-9
数字中选择3个数字进行投注即可，简单易
中奖，每期开奖，都有彩民对中出百元、千
元甚至万元的奖额，这些都是习以为常的
事，当然小奖计算起来更是不计其数。

印象比较深的，还是福彩“3D”游戏第
2020072期开出中，幸运彩民张先生（化姓）
凭借“第六感”采用直选倍投的方式，压中
号码“921”一举揽获奖金5.2万元。他是位资
深的技术型老彩民，购彩有十多年了，对福
彩有着深厚的感情。平时选号，他会参考号
码分布图，仔细选择当期的号码，再进行投
注。据张先生介绍说购彩以来，他只买“双
色球”和“七乐彩”，前几年，还中过一次

“双色球”二等奖，但说起“3D”游戏，
他称自己是半年之前才开始接触的。“这次
的中奖号码虽然是机选的，但我看到这组
数字时，感觉非常好，于是就投了‘50倍’，
谁想还真让我给压中了！玩了这么多年，感
觉福彩还是挺眷顾我的。我要继续坚持自
己的爱好，继续享受购彩带来的乐趣。”

购彩有时候就要相信自己，每个人都

有自己的购彩方式，都期待有“第六感”
能给自己带来好运。

游戏游戏：“：“刮刮乐刮刮乐””

故事四：惊喜不断 幸运彩民收获“红
楼探秘2”百万头奖

西宁夏天的到来总似漫步般悠闲，但
这并不影响中国福利彩票以“跑步”速度
带来惊喜，纯靠运气争光的“刮刮乐”即
开型玩法也绽放出别样的绚丽。上半年，
我省上市的“富贵有余 2”、“至尊黄金
30”、“十二生肖”、“甜如蜜”、“金福星”、

“5倍惊喜”、“红楼探秘2”等票种，都被
我省幸运彩友摘得头奖。

刮中“红楼探秘2”最高奖100万元的
严先生 （化姓） 是位老彩民，七八年的购
彩时间他对各种玩法都有涉及，投入不
多，也收获过很多小惊喜。前两天，他在
购彩时看到了一款刮刮乐新票“红楼探秘
2”，该票的票面设计借助了古典名著《红
楼梦》的场景，非常吸引大家的眼球。严
先生了解了该表的玩法规则和奖额后，便
随手买的4张“红楼探秘2”刮刮乐彩票，未
曾想竟轻松摘得了该游戏一百万元头奖。
中得大奖虽很惊喜，但也缘于他多年的坚
守，且购彩之初就懂得福利彩票除了助力
梦想外也是为公益事业做贡献，这么多年
爱心凝聚，与大奖邂逅总觉得有些意料之
中。

目前，福彩已逐渐地融入到了大家的
生活中，越来越多的人愿意选择这种绿色
健康快乐的娱乐方式，在游戏体验中为国
家公益事业做贡献、为自己的美好生活投
入希望。上半年，已告一段落，让我们感恩
福彩遇见的一切，下半年，继续加油，愿
你遇见更好的自己！ （乜力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