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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金华人中百万大奖：
捐款留浙过年
前几日，金华市武义县桐琴镇赵宅村长安街

有三四年了。他说中奖以后就第一时间打电话给家

196 号的 3307058502 体彩实体店，一位购彩者幸运

人报喜，
让家人也乐一乐，
之后他想拿这笔钱改善老

地刮出体彩新春“牛气冲天”即开票 100 万元大奖！

家的生活条件。

幸运购彩者王先生领奖时的举动让人感动：作为一

听说金华市体彩中心正在用
“体彩微公益”
为在

名新金华人，王先生不仅表示自己要留在金华过年，

金华过年的外地建设者实现新年微心愿，王先生主

还为在金华过年的外地建设者主动捐出 8000 元，帮

动捐出 8000 元奖金，用于帮助有需要的人。金华市

他们实现新年微心愿。

体彩中心主任陆益群对王先生表示祝贺，并对他长

“我一直挺喜欢顶呱刮即开票，
到店里都会刮上

期以来对体彩公益事业的支持和对
“体彩微公益”的

几张。这个票的特点就是中奖很容易，虽然一般都

捐助表示感谢。

是小奖，有时候中几十元、上百元就很开心，主要是

值得一提的是，这是体彩新春季“牛气冲天”顶

娱乐，同时也为公益事业作贡献。这次真是运气好，
刮了三四张，就中了大奖。”在金华市八一南街 467
号的体彩服务大厅兑奖时，回忆起当时刮出大奖的
情景，王先生满面笑容地说，
“当时刮出这个
‘牛’字，
就知道 中奖 了 ，不 过 开 始没全部刮开 ，还以为 是

呱刮即开票 1 月 8 日上市以来，全省中出的第一个
王先生（左）在金华市体彩中心领奖并捐款

1000 元奖金，真没想到是 100 万大奖！”

100 万最高奖。时下正值“体彩新春季 乐小星送牛
气”活动期间，王先生获得 100 万奖金的同时还收获
了浙江体彩送出的 3000 元加油卡。
浙彩

据了解，王先生是云南籍新金华人，来金务工已

浙江省即开型福利彩票年销量创历史新高
2020 年，浙江福彩即开票克服疫情带来的不利

2020 年，在新冠疫情的肆虐下，我省福彩即开

开票市场活力，保障销售队伍、销售渠道的稳定;

影响，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精准把控市场脉搏，逆势

票紧紧围绕“六稳”
“ 六保”，助力复工复产，有序推

通过进一步优化即开票的管理安全，实现了即开

而上，销量创历史新高。全年共销售即开票 13.86

进福彩即开票销售恢复;通过“以赛代补、以奖代

票新销售渠道的规范化管理；以“新平台、新技术、

亿元，同比增幅 4.32%，占浙江即开票市场份额的

补，阶段性提高代销费比例”的方式帮助站点渡过

新渠道、新模式”的创新思路，着力打造“新”的营

57.25%，为社会筹集福彩公益金 2.77 亿元，全国各

难关，先后为全省福彩销售站点发放疫情扶持补

销方式，多项创新工作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在高质

省市销量排名第二。

贴、站点销售竞赛奖励等 500 多万元，持续激发即

量发展路上迈出新步伐。

丁点

“辛丑牛”派奖第一天，
三人收获双倍幸运
1 月 18 日是福彩“辛丑牛”系列生肖票派奖活

大早就赶来兑奖！”1 月 19 日上午，陆先生在福彩投

走进金华市孝顺镇长春西路 887 号站点，看到墙上

动第一天，杭州、金华、温州各有彩友好运爆棚斩获

注站工作人员的陪同下现身温州市福彩中心领走了

张贴的“辛丑牛”生肖票派送活动海报，便目标明确

大奖，奖金翻倍！

50 万元奖金，这是“辛丑牛”系列生肖票派奖活动开

地拿了整本
“辛丑牛-福牛贺岁”彩票，上午刮中 200

始以后，
温州市中出的第一个大奖。

元；下午，他又拿了一整本继续刮，没想到刮到第三

杭州90后：
刮中100万领到200万

陆先生是新温州人，与妻子一起在温州打拼多

张的第四行刮出三个相同的图符，对应奖金 100 万

年，做五金相关的工作，
平时闲来无事就喜欢买上几

元，加上派奖奖金翻倍至 200 万！小赵兴奋地跟站

同时喜得 100 万元的派奖奖金，一次性将 200 万元

张彩票。据投注站人员介绍，这是站里第一次中出

点负责人提要求：
“你可得陪我一起去金华市福彩中

收入囊中。

那么大的奖。

心领奖啊！”

杭州刮中 100 万元大奖的是一位 90 后小伙子，

据了解，中奖者戚先生(化姓)是福彩即开票的

18 日 晚 上 ，陆 先 生 和 往 常 一 样 来 到 温 州

1 月 21 日，小赵在投注站负责人的陪同下来到

忠实彩民，
当天他跟往常一样，前往就近的福彩投注

33035078 号投注站，看到福彩新票“辛丑牛”上市

金华市福彩中心兑奖。当工作人员问他准备如何使

站购买即开票，看到福彩“辛丑牛”系列生肖票正在

了，还有 2 亿元的派奖当天开启，就买了几张，刮到

用这笔奖金时，他开心地说道：
“努力这么多年，
家境

进行 2 亿元派奖活动，就购买了多张 20 元面值的

第二张就发现中了 25 万元——由于派奖已开启，奖

现在已经不错了，这笔钱我会好好规划下再使用。

金翻倍达 50 万元！对于奖金的规划，陆先生说正好

我准备抽空再玩玩‘快乐 8’游戏，听说这个新玩法

缺一笔资金创业，
这下不用愁咯！

挺好玩、很有趣。
”

“辛丑牛”。
刮 到 最 后 两 张 时 ，他 发 现 票 面 上 出 现 了
“1000000”的中奖图符！因为派奖活动已经开始，
这 100 万元奖金翻倍成了 200 万元，双倍惊喜就这
样降临在戚先生的身上！

金华小伙：100 万瞬间翻倍

据了解，福彩“辛丑牛”系列生肖派奖活动正在
继续。2021 年 1 月 18 日 0 时起至 3 月 5 日 17 时止，

冲着派奖活动购买福彩刮刮乐生肖票“辛丑

中福彩中心对购买 10 元、20 元面值“辛丑牛”生肖

对于怎么使用这笔奖金，戚先生“淡定”地表示

牛”，没想到喜中 100 万头奖，恰逢派奖活动奖金翻

系列即开型福利彩票，且单张彩票兑取 50 元、25 万

会合理分配，其中一部分用于投资，
今后还会继续支

番瞬间变成了 200 万元，这好运着实让金华小伙小

元以及 100 万元三个奖等的购彩者给予派奖奖励，

持福彩公益事业。

赵开心不已！

具体为：兑取 50 元的中奖者，派送 50 元固定奖金；

新温州人：刮中 25 万领走 50 万
“昨天晚上一夜没睡好！生怕彩票丢了，
今天一

小赵从江西来金华多年，经过奋斗早已有房有
车。平时，
他经常到工作地附近的福彩站点，
在经济

兑取 25 万元的中奖者，派送 25 万元固定奖金；兑取
100 万元的中奖者，派送 100 万元固定奖金。
丁点

允许的范围内购买福利彩票。1 月 18 日上午，小赵

从小鲜肉坚持到大叔，
温州男子领走大乐透 839 万大奖
从单身小伙时就开始坚持做的一件事，到现在

伙，到现在成家立业，如今，又让他中得了一次一等

已过不惑之年头发花白，温州顾先生终于把握住了

奖，心里很是感慨。
“虽然这次没有追加，但是我已经

但是由于次日家人有事不能一起来杭州，所以他多

机会，收获了 839 万大奖！

很满足了，证明我的这套方法是有用的，希望下次

等了一天，20 日一早才来领奖——顾先生希望能和

还能中个大乐透大奖。
”

家人共同见证这份喜悦。

顾先生中的是 1 月 18 日开奖的体彩大乐透第
21008 期一等奖。1 月 20 日一早，他携家人来到浙
江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领奖。

顾先生不藏私，大方透露了自己的选号方法：

其实，顾先生 18 日当晚就知道自己中大奖了，

“这笔钱我将一部分用于改善生活，还有一部

“平时我利用中午午休和下午下班时间，比对近几年

分用于自己的事业。这是大乐透给我的机会，我

顾先生 40 岁出头，头发有些花白，用他的话来

走势图，通过自己多年来的研究方法，确定最终号

会牢牢把握住的，我现在脑子也是比较乱也很紧

说，是经常动脑思考的缘故。顾先生研究大乐透有

码。这次中奖的彩票我采用了 8+2 的方式，有些时

张，其余的事情等回去了，和家人慢慢商量。”顾先

十几年光景了，所有号码都是他自己研究所得。

候，也许会选 10+4，主要是通过研究，每个号码都是

生说道。

顾先生说，这么多年，大乐透陪伴他从单身小

我自己选的，不随机也不看感觉。”

陈素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