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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乐透再送3注头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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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大乐透送出头奖的步伐仍在继续！6月26日晚，第13073期大乐透开奖，这也是亿
元大派奖活动开始以来的第12期开奖，头奖也是连续第12期开出，来自北京、陕西和福建
的3位幸运彩友分享了本期的3注头奖，其中北京和陕西彩友还通过追加收获1363万元的
巨奖。本期开奖后，大乐透奖池内仍有1 . 24亿元奖金。

第13073期大乐透的开奖号码
为“03、05、23、27、31+02、
06”，可以看出本期大乐透开奖
号码特点鲜明，前区5个号码都是
奇号，其中号码“27”是连续第
三期开出。后区两个号码都是偶
号。

北京的头奖出自丰台第07114

号体彩销售点，幸运彩友在6月26

日16点44分购买了一注单式追加
票，中得基本单注奖金852万元
(含119万元派奖奖金)和511万元追
加奖金(含71万元派送奖金)，总奖
金高达1363万元。

陕西的1363万元出自西安第

02555号体彩销售点，中奖者在6

月26日19点13分也只购买了一注
单式追加票，最终收获大奖。

福建的头奖出自宁德第40127

号体彩销售点，中奖者在6月26日
下午16点37分购买了一张“6+4”
复式票，其中前区选了6个奇号
“03、05、23、25、27、31”，后
区则选了4个偶号“02、04、06、
10”，投注金额为72元，除了中
得一注852万元的头奖外，还同时
收获4注二等奖、1注三等奖及诸
多固定奖，总奖金也有923万元。
遗憾的是中奖者没有追加，错失
几百万元奖金。

除了开出3注超值头奖外，本
期大乐透还开出34注二等奖，每
注奖金为16万多元，其中有9注是
追加投注中奖，每注多拿到9万多
元，而追加二等奖的总奖金也达
到26万多元。

据统计，大乐透亿元大派奖
已开展12期，送出32注头奖，其
中包括1个2100万元和5个1500万元
大奖。目前大乐透奖池内仍有
1 . 24亿元奖金，6月29日开奖的第
1 3 0 7 4期一等奖仍将派奖 5 0 0万
元。不仅如此，中得周六当期超
级大乐透七等奖的彩友，还将获
赠顶呱刮5元票一张。 (王世让)

6月25日，对于河南来青
岛莱西打工的彩友老赵(化名)

来说，是一个难忘的“大日
子”，儿子高考超出一本线
2 0多分，自己为了庆祝儿子
中榜，来到莱西市沽河街道
体彩第04981投注站购买了几
张体彩顶呱刮“金满堂”即
开彩票，没想到竟然意外刮
中头奖 2 5万元，双喜临门让
老赵激动不已，当天便赶到
体 彩 中 心 兑 取 了 “ 幸 运 大
礼”。

“太激动了，不知道说
啥 好 了 ， 很 高 兴 ， 很 激
动！”笔者见到老赵时，他
还是一脸的兴奋，平静了好
一阵才开始慢慢讲自己中奖
的经历。原来，老赵是体彩
一位资深的“顶呱刮迷”，
几乎已经尝试过了顶呱刮所

有的在售票种。 2 5日下午，
老赵为了庆祝儿子高考顺利
过线，就买了些即开彩票作
为庆祝。一个隐藏的惊喜正
在 向 老 赵 靠 近 他 却 浑 然 不
觉，以至于刮到大奖狠狠地
吃了一惊：“前几天在报纸
上看到过‘金满堂’的中奖
新闻，所以我这次买的都是
这款彩票，原本是想着庆祝
庆祝来着，谁想到一下来个
这么大的，惊死了！”

“奖金肯定要拿出一部
分来给儿子准备上大学，剩
下的就存起来吧。”老赵盘算
着，儿子高考成绩这么优异，
这个暑假要带他出去玩一玩，
然后置办一些上大学需要用
的物品，希望儿子在新的人生
阶段能更上一层楼。

(杨晓婧)

儿子中榜体彩中奖

青岛彩友喜中顶呱刮25万双喜临门

“奖外抽奖”活动第4周揭晓
大乐透派奖季中奖不停歇

另外，200张加油卡(或手机
充值卡)的中奖名单可以登录山东
体彩网(www.sdticai.com)查询。恭
喜以上收获惊喜好礼的彩友！

炎炎夏日，大乐透“奖上加
奖 奖外抽奖”火热进行中：此
次活动时间为大乐透第13062期(5

月29日晚20:10开售)至第13085期(7

月24日晚20:00停售)，对山东省内
每连续三期销售的大乐透彩票进
行抽奖，共抽八次。每次从单张
金额满36元的彩票中抽取20张为
中奖彩票，各奖励三星GALAXY
S4手机1部；每次从单张金额满12

元的彩票中抽取200张为中奖彩
票，各奖励价值200元的加油卡
(或手机充值卡)1张。此次活动共
将送出手机160部，200元加油卡
(或手机充值卡 )1600张。机会多
多，好礼送不停，快来参与吧！

(朱德慧)

序号 站点号 中奖彩票序列号 销售时间

001 03250 00004818653000436823 2013-06-24 18:19:00

002 07756 00004822853000205361 2013-06-26 09:39:37

003 12077 00004822853000404575 2013-06-26 17:50:27

004 07168 00004822853000434209 2013-06-26 18:09:36

005 18625 00004811553000178333 2013-06-21 11:50:09

006 12448 00004811553000212261 2013-06-21 15:12:05

007 22716 00004818653000583463 2013-06-24 19:56:38

008 24150 00004811553000080113 2013-06-20 13:48:53

009 01349 00004822853000418165 2013-06-26 17:54:14

010 16414 00004811553000682170 2013-06-22 19:53:48

011 22462 00004811553000683004 2013-06-22 19:50:56

012 09302 00004811553000252735 2013-06-21 19:05:18

013 12653 00004822853000546467 2013-06-26 19:48:58

014 02012 00004822853000536116 2013-06-26 19:28:52

015 12422 00004811553000565136 2013-06-22 18:10:16

016 01816 00004811553000526322 2013-06-22 17:41:19

017 01126 00004818653000129174 2013-06-23 17:55:36

018 07197 00004822853000289512 2013-06-26 13:54:20

019 16876 00004811553000336926 2013-06-22 11:35:42

020 12100 00004818653000458266 2013-06-24 18:23:02

自大乐透亿元派
奖活动开展以来，大
乐透出奖势头强劲，
众 多 彩 友 中 奖 不 停
歇 ， 乐 享 到 超 值 奖
金。除此之外，“奖
上加奖 奖外抽奖”
活动更是周周好礼送
不停。6月27日，第四
周抽奖如约而至，多
重好礼继续欢乐送，
再为我省彩友送上三
星GALAXY S4手机
20部、价值200元的加
油卡 (或手机充值卡 )
200张。

2 0部三星GAL-
AXY S4手机中奖名
单见右图：

6月20日，枣庄市市中区09027

站点传来喜讯，该站一彩友揽获
竞彩大奖78万元！这位中奖彩友
以低关倍投的方式收获了丰厚奖
金，堪称枣庄竞彩牛人。

近日，该站美女站长小赵代
中奖彩友到市体彩领取了大奖。
据了解，中奖者是位十足的足球
迷，热衷足彩多年，近年来开始深
入研究竞彩。实战中收获众多，近
两周该彩友揽奖已达100多万元！
据悉，该彩友这次投注最成功的

要属选对了第三关比赛。6月1 9

日，他选择周三010胜、011胜及014

负这场比赛进行3串4投注。此方
案前两场比赛他非常有把握，对
于第三比赛，他认为洛杉矶银河
不会赢，非平即负，于是他便拆分
单场竞猜胜平负，选择让球胜平
负方式，定主队让1球，赛果为负，
便果断进行3串4倍投，待比赛结
束后，此方案为该彩友成功命中
大奖78万元！

(张洁)

七月临近，骄阳似火，烟台
已经进入了炎炎的酷暑季节，当
许多人正在家中吹着空调享受惬
意生活时，辛苦的交警同志们依
然奋战在前线，顶着火热的太阳
指挥交通，为百姓保障交通畅通
无阻。6月21日上午，烟台体彩
中心为烟台交警大队送去太阳伞
30把，为奋战在骄阳下的交警，
送上一份夏季里的清凉。

在烟台莱山区初家路口值勤

的交警小杨说：“干我们这一行
的，就是跟太阳最亲密。感谢体
彩送来的太阳伞，为我们的工作
带来了很大的便利，有了这把
伞，我的工作会舒服很多。”

烟台市交警队陈队长也来到
活动现场，当接过工作人员递来
的一把把太阳伞时，陈队长表示：

“感谢烟台体彩惦记着我们交警
队一线的工作人员！感谢体彩对
我们交警工作的支持！” (于丹)

低关倍投是法宝

枣庄竞彩牛人狂揽大奖78万

炎炎夏日

烟台体彩为一线交警送清凉

“还是我，俺又来领奖来了，
哈哈！”伴随着一阵爽朗的笑声，
彩友老赵(化姓)再次现身潍坊体
彩中心兑奖大厅。说起来，老赵已
经是体彩中心的“熟人”了，隔三
差五便来兑个大奖，“中奖达人”
的称谓非他莫属。

此次助老赵揽获大奖的依旧
是“11选5”玩法，两胆全拖打任
四，外加大手笔倍投已经成为老
赵夺金的不二法门。6月18日，老
赵在潍城区豪德市场附近的12853

站点买“11选5”，在当天第15期时，
他凭借六张胆拖票，命中1500注
任选四，揽奖共计117000元。而如
此大手笔倍投对老赵来说已经不
是第一次，让人不得不佩服他的
豪气和胆量。

说到投注心得，老赵表示；
“选胆码很重要，一般跟几期胆码
很容易就看出来了，但买彩不是
拼谁的胆儿大，最重要的还是理
性投注量力而行，该‘刹车’的时
候要停住”。 (晨远)

两胆全拖打任四

潍坊彩友豪取“11选5”奖金11万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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