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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倩 通讯员
门颖倩) 为了感谢社会公众对

中国福利彩票的支持和厚爱，经
财政部《关于开展中国福利彩票
双色球派奖活动有关事项的通
知》(财办综[2015] 75号)批准，中
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将于双
色球2015126期启动“6周6亿,惊喜
不期而遇”双色球派奖活动。

本次活动是双色球游戏自
上市以来第十次派奖活动,较之
去年5亿大派奖，此次派奖规模
和力度都创出历史新高，自双色
球2015126期开始(10月25日开
奖结束起售,10月27日开奖)，每
周派出1亿元，连续6周，共计6亿
元。所需资金将从中国福利彩票
双色球调节基金中支出。

亮点一

派奖金额6亿创历史新高

本次活动是双色球上市十二
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派奖活动，总
金额达6亿元，派奖金额比去年活
动增加1亿元之多，派奖奖金的增
加将给中奖者带来更大的预期。

亮点二

1周1个亿 周二最惊喜

相比以往的双色球派奖，此
次派奖奖金的注入不再以“期”
为单位，而是以“周”为单位，于
每周二安排1亿元，对一等奖进
行派奖，派奖奖金按中奖注数均

分；如果周二派奖金额有结余，
将顺延用于当周周四派奖，剩余
派奖奖金由中奖者按中奖注数
均分；若周四仍出现未中出或有
结余的情形，则继续顺延滚入下
一期，用于周日当期一等奖派
奖。如果周日派奖后仍有结余，
则与下一次新安排的1亿元派奖
奖金合并后派奖。依此类推，直
至派奖奖金派送完毕为止。

因此，派奖期间，每周二派奖
奖金将达到当周的峰值，若周二
中出的一等奖不超过20注,单注中
奖可获足额500万派奖奖金。

亮点三

单注最高可中1500万

此次派奖，一等奖中奖者
将按注数均分派奖奖金，单注
最高限额500万元。随着双色球
奖池的持续高企，按照双色球
游戏规则，加上派奖部分奖金，
理论上一等奖中奖者单注最高
可中得1500万元。希望通过本
次派奖活动，新老彩民在奉献
爱心的同时，也将有机会与双
色球派奖带来的6亿惊喜不期
而遇。

济南彩友独享“双色球

7+1、8+1中奖即免单”

一石激起千层浪，济南彩友
除了享受每周一亿元的“派奖冲
击波”，还能独享“双色球7+1、8+

1中奖即免单”的狂欢派对。
自2015年10月27日(双色球

第2015126期)至2015年12月6日
(双色球第2015143期)共18期。
凡在济南市福利彩票投注站采
用“7+1”或“8+1”红色球号码复
式投注双色球游戏彩票，且该票
中奖，即赠送中奖彩票购票金额
等值的福利彩票。

彩友凭中奖彩票到我市电
脑福利彩票投注站兑取常规奖
金的同时，在所兑奖站点一并领
取赠送的电脑福利彩票；到市中
心兑奖的彩友，由市中心发放活
动奖励。

本活动奖励领取截止日期
为2015年12月8日，逾期未领取
视为自动弃奖。

本报讯 (记者 王倩 通
讯员 陈燕 ) 11月1日晚，中
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进行第
2015128期开奖。当期开出的红
球为01、03、08、11、22、28，红球
号码大小比为2:4，三区比为4:1:
1，奇偶比为3:3，蓝球则开出重
复号06。当期一注二等奖花落
济 南 市 济 泺 路 4 2 - 4 8 号 的
37010250投注站，幸运彩友利
用自选单式，获得了当期一注
银奖。

0250投注站是一家三星级
的投注站，位于济南繁华的济
泺路上，销售员是个阳光帅气
的小伙子名叫王钰，他已经在
这个售岗位上兢兢业业坚守了
六个年头。不管天气如何，他始
终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坚持早

开门，晚关门，尽自己所能更好
地为彩友服务，眼下就要立冬，
天气一天比一天冷，王钰早早
就准备好了取暖设备，方便彩
友有个温暖的购彩环境。

为方便各个行业的彩友们
的需要，王钰每天都统计各种
游戏的开奖数字，尤其是针对
开奖号码，开了几次、遗漏几期
等数据，都做了精密的图表展
示在墙上供彩友参考。“昨天晚
上11点多了，有个彩友朋友打
电话给我说，站里中出了一注
二等奖。”王钰边贴海报，边高
兴地说着，“昨晚上李大哥告诉
我时，我还不相信，今天一早打
开机器，原来是真的。估计是那
个大哥，他每次来站里都是自
己选号，在这斟酌半天，和其他

彩友聊一聊，再让我打出来。昨
天还说他那注肯定能中，没想
到还真中了，实在太幸运了。”

正说着，那位热心打电话
的李大哥笑眯眯地走了进来，

“我说站里中奖了吧，你还不相
信，现在信了吧，快给我打上一
注，粘粘喜气。”像李大哥这样
热心的老朋友还不止一位，他
们平时都经常聚到这家彩站，
除了打彩票之外主要还是进来
拉拉家常、聊聊天，就跟好朋友
串门一般。

王钰坦率的性格，热心的
个性，吸引着源源不断的彩友。

“我相信我的投注站会越来越
旺，我也将继续奉献我的爱心
和力量，经营好我的福彩投注
站。”

双双色色球球66亿亿大大派派奖奖开开始始了了
1周1个亿，周二最惊喜

热热心心小小伙伙经经营营有有方方 彩彩友友摘摘银银争争光光添添彩彩

本报讯(记者 王倩 通讯
员 门颖倩) 10月27日，史上派
奖金额最高、规模最大的双色球
大派奖携6亿元派奖奖金与全国
各地的双色球爱好者见面了。如
果说上周放开二孩成为大家热
议的话题，那么6亿元大派奖的
风头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

46注一等奖

引爆彩友投注热情

从126期到128期，短短一周
内，双色球三期共井喷了46注一
等奖。由于今年大派奖规则调
整，126期开奖可谓占尽先机，当
期就派奖5500万，率先砍掉一半
一周的派奖奖金，借着周二的东
风，126期的11注一等奖，单注奖
金都达到了1142万元！其中每注
含加奖奖金500万元！正是由于
大派奖的缘故，11位大奖得主每
人多得一注双色球一等奖！

除了一等奖，当期还惊爆

290注二等奖！也就是说，这290个
人离一等奖都仅仅是一步之遥。
接下来的127期，又井喷了18注一
等奖。首周剩余的4500万派奖奖
金瞬间被瓜分殆尽，单注奖金达
到了821万元。虽然当周第二期
开奖，1亿元派奖奖金就已经派
发完毕，但是这丝毫不影响彩友
们的投注热情，因为127期的奖
池还有9 . 2亿元，高水位的奖池一
样可以保证双色球大奖的成色，
这无疑更加坚定了彩友们的投

注信心。128期，双色球在彩友们
盛情之下，再次井喷了1 7注头
奖，当期的二等奖也达到了188

注之多。

1亿奖金本周待抢

本次6亿元大派奖，对派奖
规则进行了调整，每周派奖一个
亿，强有力的派奖力度无疑大大

刺激了彩友的投注热情，因而出
现高等奖井喷的盛世。本周为派
奖进行的第二周，根据派奖规
则，本周依旧有1亿元奖金待派
发。

纵观当今彩市，叱咤风云的
大盘游戏中，一面不耽误奖池蓄
水，一面大奖井喷的，各地彩友
雨露均沾的，除了双色球也没谁
了。首周三轮派奖之后，双色球
奖池还剩8 . 8亿，即将到来的新的
一周，又有1个亿等您瓜分。

头条延伸 6亿元大派奖首周

46注一等奖引彩市癫狂

““满满堂堂彩彩””凹凹造造型型首首秀秀引引彩彩友友疯疯抢抢
济南中福，十年有你

快来参加中福超值擂台赛

本报讯 (记者 王倩 通
讯员 刘威 ) 2015年是中福
在线视频彩票在我省发行的第
十个年头。为感谢十年来广大
彩友对中福在线的支持与厚
爱，山东省福彩中心将在济南
连续开展为期四周的彩友回馈
活动，力度空前，诚意满满，您
不容错过。

本次开展的彩友回馈活动
自10月26日起至11月22日结
束，全市14所销售厅同步开展，
是本年度济南中福在线“十年
有你”系列活动的收官之作。

据了解，本次活动以擂台
赛的形式进行，并以周为单位
分为四个擂台周期。活动期间，
凡是在济南中福在线销售厅投
注并中得75000点中奖点数及
以上的彩友，即可记为上榜一
次。全市14所销售厅分别设榜，

每厅每周上榜次数最多的前8
名彩友均可获奖，第一名奖投
注卡5000元，第二名奖投注卡
2000元，第三名奖投注卡1000
元，第四至第八名各奖投注卡
400元。规则简单，奖品丰厚，等
您来战。

中福在线视频彩票作为中
国福利彩票的发行票种之一，
同样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
困”发行宗旨，并凭借投注节奏
快、游戏趣味强、环境高大上等
自身特点，受到了众多现代都
市人的喜爱。自2005年发展至
今，在济南积攒了较高的人气，
拥有稳定的彩友群体，并通过
近百次公益活动的开展，创建
了名为“微公益”的公益品牌。
如果您对中福在线感兴趣，不
妨前往销售厅感受视频彩票的
独有魅力。

本报讯(记者 王倩 通讯
员 门颖倩) 10月10日，是福彩
刮刮乐新票“满堂彩”携三重豪
礼亮相济南的第一天。自带100
万头奖和三重豪礼的“满堂彩”，
首日登场便大秀“凹造型”，引济
南彩友疯抢！不想当将军的士兵
都不是好士兵，同理，不想中奖
的彩友都不是好彩友。

正是如此，“满堂彩”带着三
重豪礼与您相约美丽的泉城济
南：1、“码上奖”。每日13:00至21:
00，用手机扫描“玩法一”中的二
维码或登录中彩网“码上奖”活
动专题页面参与活动，有机会获
得 现 金 红 包 ，更 有 机 会 获 得
iphone6或小米手机。

2、“中500送高档运动自行
车”。凡单张彩票中得500元(仅
限500元，且经扫描枪扫描兑奖)
奖金者，再获赠高档运动自行车

一辆。
3、“中40送20”。凡单张彩票

中得40元(仅限40元，且经扫描
枪扫描兑奖)奖金者，再获赠20
元任一品种刮刮乐彩票。

也许正是因为一系列“金牌
附体”，“满堂彩”首日亮相让彩
友们如同打了鸡血，投注站，小
卖场、哪里有“满堂彩”，哪里就
有浩浩荡荡的购彩队伍、火爆热
情的抢购氛围！在一家福彩投注
站，人们围了个水泄不通，纷纷

向“满堂彩”发起了挑战。
一位彩友正在聚精会

神的刮“满堂彩”，他一边
刮，一边化身“快乐分拣
员”，将中奖的码成一摞，没
中奖的则散在一旁：“‘满堂
彩’太给力了！我平常就喜
欢玩刮刮乐，每次都是成本
的购买，尤其是来了新票，

我自然不会错过这样的机会。今
年刮刮乐特别尽兴，活动特别
多，我刮得也更带劲了。

该投注站业主也表示，“中
500送高档运动自行车”也紧扣
“健康”、“快乐”的福彩文化，引
导彩友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因
此，活动受到彩友的热烈推崇也
在意料之中了。11月18日之前，
看谁抢的红包最多，看谁能把自
行车骑出范儿，看谁能把“满堂
彩”的100万头奖带回家。

投注站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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