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热烈祝贺我市彩友获“双色球”第2013065期

一等奖1注，二等奖15注，奖金合计1224万元

近日，泰安“双色球”千万元大
奖得主在父亲的陪伴下，来到市福
彩中心安然领取了获奖奖金。
年轻的大奖得主身着一件新T恤，
显得神采奕奕，容光焕发。和前几
日来兑奖时一样，父子俩人并没有
采取戴墨镜等掩饰身份的手段，和
普通人一样并无二致。领取奖金过
程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么繁琐、气
氛也毫不紧张。奖金额虽然巨大，
但一张小小的转帐支票即轻松搞
定，这样也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大奖
得主的奖金和人身安全。

2013年6月6日，这位幸运儿凭
借蓝号复式投注，仅花费32元，夺
得“双色球”第2013065期一等奖1

注 ，二 等 奖 1 5 注 ，共 获 得 奖 金
12247087元，成为2013年山东省首
位千万大奖得主，同时也成为泰
安市有史以来第三位福彩千万富

翁。前几日来兑奖时，父子二人还
沉浸在得知中巨奖后的喜悦和激
动中，他们讲述了整个中奖过程，
但面对突如其来的奖金，如何使
用他们还有些手足无措。办完兑
奖手续后的这几天，他们在家中
认真讨论，对这笔巨额奖金的使
用进行了初步规划。

大奖得主目前已经接手了父
亲创办的一个小型企业，这笔钱
将有一大部分注入到这个小企业
中。大奖得主的父亲感叹目前生
意不好做，但是有了这笔资金的
投入，儿子的起点就高了，干起来
也会顺利得多。剩下的钱将先存
在银行里，有需要时再动用。

大奖得主透露，自己还和以
前一样积极购买福利彩票，中不
中奖自己已不在乎。现在每次投
注金额和以前相差不大，和以前

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购彩行为从保
密到公开化。原来以前大奖得主
的父亲不支持他买彩票，认为这
是想着不劳而获。虽然大奖得主
告诉父亲福彩是国家彩票，是为
了筹集福彩公益金救助弱势群
体，帮助别人的同时也给自己创
造一个机会，但他的父亲并不为
之所动。所以大奖得主之前买彩
票总是瞒着老爷子，现在嘛则改
成正大光明的去买了。

听到这里，在场的工作人员
都笑了。大奖得主的父亲表示，自
己的老观念跟不上形势了，所以
要让贤啊。接过父辈的接力棒，大
奖得主显得踌躇满志。他说，有了
福彩提供的这么好的机会平台，
有父亲的辅佐，相信自己能干出
一番事业来。

(陈梅君)

泰安福彩千万大奖得主奖金到手：投资企业

中彩网官方微信开通啦！
经过一段时间的试运营，中彩

网官方微信在6月26日正式开通。广
大彩民朋友只需关注中彩网官方微
信，就可以第一时间获取双色球、福
彩3D、七乐彩的开奖信息和彩市动
态。

中彩网官方微信将在每期双色
球、3D、七乐彩开奖后第一时间发布
开奖号码和中奖详情。此外，中彩网
官方微信还将在每天上午及时发布
彩市动态、中奖报道等信息，并有中
彩网知名专家的奖号分析、号码推
荐。

中彩网官方微信平台既方便又
快捷的让你最快了解开奖详情，获
取彩市信息，观察最新彩种动态，同
时还能获取最新专家预测信息。各
位彩民朋友赶快关注中彩网官方微

信吧！
添加【中彩网微信】流程如下：
1、打开微信(尚未安装微信的童

鞋可以去微信官网免费下载)
2、点击【朋友们】>>【添加朋

友】>>【按号码查找】或者【扫描二
维码】

3、您可以选择按微信号码查找
(微信号：zh cwwe ix in )，也可以直接
用手机扫描二维码

如果您选择按号码查找，可以
输入“zhcwweixin”

如果您选择扫描二维码，请将手
机对准屏幕，直接扫描二维码即可

4、点击“关注”中彩网
5、恭喜您，您可以第一时间了

解开奖详情，获取彩市信息，观察最
新彩种动态，同时还能获取最新专
家预测信息。

微信二维码
中彩网官方微信平台既方便又

快捷的让你最快了解中奖详情，获
取彩市信息，观察最新彩种动态，同
时还能获取最新专家预测信息。彩
民朋友请关注中彩网官方微信！

(中彩网)

中彩网官方微信开通啦！

第一时间获取开奖信息

众多彩民中，每个人购买彩票的
目的都纷纷不一。爱心、公益、奉献、奖
金、游戏……诸如此类等等，但每个人
在心里或多或少都会为随之而来的那
个蕴含着无限好运与惊喜的机会而心
动、畅想、忐忑。当大奖来临的时候，绝
大多数彩民都会在第一时间兑取奖
金，但仍有一小部分彩民因为各种原
因而与唾手可得的好运失之交臂，令
人不甚惋惜。

着急：

上海急寻705万大奖得主

截至 6 月 2 5 日，上海中出的第
2013050期双色球1注705 . 4万元头奖迟
迟无人兑领，该注大奖的兑奖到期日
是6月30日，仅剩下最后几天了，为防
止彩民意外弃奖，市福彩中心将安排
兑奖处工作人员坚守到兑奖期限最后
一天6月30日(周日)，期待中奖者在最
后时刻出现。

连日来，为了寻找大奖未兑的中
奖者，市福彩中心通过各方媒体发布
讯息，提醒大奖得主及时兑奖，但是时
至今日仍无结果。数据显示，双色球1

注705 . 4万元一等奖售出于5月2日杨浦
区延吉中路127号3110-0113-0101销售
网点，投注方式为单式自选1注花费2

元，兑奖到期日6月30日。

去向：

弃奖奖金最终流向何方？

“这么多的弃奖，弃奖奖金最终流
向哪里？”相信大家都会有这样的疑
问。回顾我国对于弃奖奖金的管理，可
以用“三级跳”来形容。最早对弃奖奖
金管理的依据是2001年财政部颁布的

《彩票发行与销售机构财务管理办法》
规定：“凡设置奖池的彩票弃奖收入纳
入调节基金继续用于返奖；不设置奖
池的彩票弃奖收入纳入公益金，统一
上缴财政专户。”2009年，国务院颁布
实施的《彩票管理条例》对弃奖奖金管
理进行了调整：“逾期未兑奖的奖金，
纳入彩票公益金。”

2012年，财政部颁布的《彩票管理
条例实施细则》对弃奖奖金的管理办
法做了进一步的明确：“逾期未兑奖的
奖金纳入彩票公益金，由彩票销售机
构结算归集后上缴省级财政，全部留
归地方使用。”这对我国的社会公益福
利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强有力的资金保
障作用。

缘由：

遗忘对奖、保管不善成为弃奖主因

尽管弃奖奖金最终会进入彩票公

益金，为我们身边需要帮助的人送去
温暖和关爱，但中奖是幸运，中大奖更
是难得的幸运，如何避免弃奖是我们
关心的问题。而通过对诸多弃奖者弃
奖原因的调查，发现主要集中在以下
两方面：一、购买彩票后，随后将其丢
在一旁，忘记核对中奖号码；二、因保
管不善，而导致彩票丢失，无法兑奖。

为了避免您与大奖擦肩而过时的
“扼腕长叹”，我们建议您通过以下方
法使好运“落袋为安”。

一、妥善保管彩票。在我们周围经
常能看到很多细致的彩民，将每次购
买的彩票装入彩票袋或自制的彩票
夹，这样既避免了彩票丢失，同时有保
证了彩票的干燥与完整，确保中奖后
兑奖程序的顺利进行；

二、养成良好的对奖习惯。养成购
买一期的彩票时，核对前一期彩票中
奖号码的良好习惯；

三、了解所购买彩票的规则和兑
奖期限。不少彩民因为接触彩票时间
不长，对游戏规则和兑奖期限都不甚
明了，从而导致错失大奖或逾期未兑。
为了避免这一情况的发生，对游戏的
基本规则和兑奖期限进行了解还是很
有必要的。我们希望通过以上三种方
法，减少甚至杜绝“中大奖而不得”所
造成的遗憾和尴尬。

(中彩网)

好运来到却不经意

规避弃奖终不成为难题

6月24日，第2013072期
开出一等奖5注，每注奖金
29 . 4万元，中奖地：云南省
1注、陕西省1注、黑龙江省
2注、山东省济南市中出一
注一等奖。

6月26日，第2013073期
开出一等奖3注，每注奖金

58万元，中奖地：浙江省2注、山东省莱芜市中出一
注一等奖。

6月23日，第2013072期
开出一等奖2注，每注奖金
500万元，中奖地：广东省1

注、河北省1注，山东中出5

注二等奖。
6月25日，第2013073期

开出一等奖19注，每注奖金
500万元，中奖地： 广东省
2注、湖北省1注、山西省4

注、北京市1注、辽宁省1注、浙江省1注、重庆市1注、四
川省2注、陕西省1注、深圳市3注，山东省烟台市和潍
坊市各中出1注一等奖，山东中出21注二等奖.。

截止2013073期，双色球奖池奖金0 . 31亿元。当奖
池奖金超过亿元时，2元可中1000万元！奖池奖金低于
亿元时，2元可中500万元。

开奖详情

幸福是什么？要我说，
幸福就是一个谜，你让一
千个人来回答，就会有一
千种答案。而作为福彩销
售者依依来说，答案就是
为彩友提供一个良好的投
注场所，与彩友成为好朋
友。

依依是一个24岁的女
孩，自己经营了一家福彩销
售点，每天去她那儿买彩票
的人不计其数，并且这家店
多次获得先进销售点的荣
誉称号。这个仅仅20多岁的
小姑娘的彩票店为什么那
么受大家欢迎呢？

每天早晨依依都早早
的起床去坐公交，因为她
要从城东的家里赶往城西
边的彩票店。好多彩友都
问她为什么不找个房子住
在彩票站附近，这样也就
不用天天来回跑了。依依
听了摇摇头说：“不，家里
有年迈的爸爸妈妈，他们

需要我的照顾……”彩友
们又问：“那为何要这么早
来开店门啊？大家又不会
这么早来你这儿买彩票。”
依依又摇摇头说：“前一天
店里的烟味太大了，让彩
友长期的吸二手烟对身体
不好，如果我早一点来开
窗 通 风 烟 味 就 会 小 很 多
呢！”有的彩友会问：“那你
不觉得累吗？”依依笑了笑
说：“不累！能为大家提供
一个好的投注环境我就觉
得很幸福了。”

现在大家知道为什么
这 家 小 店 这 么 受 欢 迎 了
吧？依依的幸福不是给别
人看的，与别人怎样说无
关，重要的是自己心中充
满快乐的阳光，也就是说，
幸福掌握在自己手中，而
不是在别人眼中。幸福是
一种感觉，这种感觉应该
是愉快的，使人心情舒畅，
甜蜜快乐的。

福彩故事：

一位福彩销售者的幸福

今日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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