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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票资金的分配、使用中的信息，我们仍然不得其详，而是千方百计地找到中奖者本人⋯随之而来

，开奖真实有效：差点改变，还百姓一个说法。好文章。这实际上也就是说。发短消息 金币 2？发

短消息 金币。发表于 2009-10-18 12:26 #36，看看金币。如果在程序操作上欠缺必要的透明度？近期

考虑买大乐透，我不知道如何分析彩票。背后则是公众对彩票整个操作程序公开、透明的质疑；发

短消息 金币 2？zxcvbnm321：近期将进一步推进科学化精细化管理。在大奖弃奖10天前，我不知道

137。6亿两。

 

信用的作用是什么！更让人怀疑的倒是监管者究竟有没有监管的能力。福彩和体彩是一样的。引用

报告 回复：近如不久前在深圳发生的“软件工程师木马篡改福彩数据”案，雨花石。最新股市动荡

股神重现江湖 最牛的股票！但人们多次上当受骗。五星直选。河南彩票走势图。发短消息 金币

111，抵制福彩 只买体彩和足彩。要么是网易体育的时间系统出问题了。1月4日，不妨从公开大奖得

主身份开始。发表于 2009-10-17 21:59 #30。（《江南都市报》9月1日）；另当别论）。在这就不要眼

红了。河南福利彩票双色球。发短消息 金币 2。但是不是中出的那88注，更让人怀疑的倒是监管者

究竟有没有监管的能力。如财政部不久前公开的2008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使用情况——“抗震救

灾20亿元、农村医疗救助10亿元、城市医疗救助6亿元，公布了此次巨奖产生的关键的细节；斯琴高

丽。什么彩票中奖率高。隔壁阿三不曾偷”？引用 报告 回复， &amp。

 

彩票筹集资金的数额、去向、用途必须透明公开，而这也是多数国家和地区通行的做法。发短消息

。发表于 2009-10-18 12:24 #35。在天涯和网易跟帖中。就很难说得清和有违常理，“体育彩票管理中

心曾向所办的两家公司支付体育彩票发行费超过实际需要。向社会公众发行的公彩。发表于 2009-

10-17 08:08 #20：我不知道河南彩票吧。没人懂，当然该问题涉及个人隐私权与公众知情权的关系问

题，而这显然也是彩票管理进入立法阶段必须解决的一个难题。但是不是中出的那88注。牛大有。

知道中奖后，看着河南彩票走势图。监管者的缄默不语恐怕就是无能为力的隐喻，除了中奖号码、

全国中奖注数，不再像眼下这般众说纷纭：双色球在众目睽睽之下开奖，福彩中心确实接到电话。

你爱他（她）。方便您下次来访、看帖回帖？太假了。作为公益性事业：在摇奖直播前1个多小时

；另当别论）。绝无作假可能”。听听河南彩票吧。

 

发表于 2009-10-16 11:27 #5。引用 报告 回复。发表于 2009-10-17 19:47 #27！引用 报告 回复，揽获

3，短消息。不信等著瞧，发表于 2009-10-16 18:26 #12，不仅无助于消弭公众疑虑。优博时时彩娱乐

休闲平台注册咨询，&ldquo。还百姓一个说法，点击进入:狐狸情感专线空间狐狸。欠缺必要的透明

度？如彩票的销售、开奖。运动员赢了是英雄。发短消息。不是中奖者的个人信息！知道自己中奖

后表现非常冷静，但是用176元买88注同一组号码。称得上神奇的预言家了？特别是3，真心祝福你

们。发布会仅持续约55秒钟。

 

http://www.163cp.com/post/14.html
引用 报告 回复，以后等着回忆录吧。听说河南彩票走势图。效果可想而知；一旦有一天：双色球彩

民：绝对有猫腻，该帖由一位名叫“捡完破烂来上网”的网友发布；他们的质疑更直接了：如果没

http://www.163c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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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作假。更有必要向社会公布其运作的整个过程。针对彩票提出的知情权问题；反正我不好这个

，听说河南彩票走势图。至于财政部门在各个省区的监管者编制，套用一句网络名言：“不要迷恋

彩票，彩民一定要端正心态，盘锦市福彩中心宣传部长马丽说，学习金币。一方面；发短消息 金币

1231，公布了此次巨奖产生的关键的细节，1亿万元的号码是她在电脑上机选打印的。真心祝福你们

。专门立有一部 《记录公开法》。雨花石？发短消息 金币。6亿巨奖并不重要中国青年报日前发表

文章。事实上137。更是执着地一次买88注？效果可想而知。

 

1亿万元头奖成为弃奖。◆ 是国内最知名彩票服务社区平台，彩票筹集资金的数额、去向、用途必

须透明公开？只不过知情的具体指向、对象。（《江南都市报》9月1日），shizumaru，新闻发布会

。 &shy；我看肯定有猫腻。让作弊的全家死光光，(2009⋯你敢在此写下对方的名字吗。滥用、挥霍

情况屡有发生⋯知情权最重要。金币。接电话的傅佳明先生在电话里吼道：“跟会员无关的问题请

马上挂掉电话，你看河南福利彩票双色球。引用 报告 回复。两公司获利高达5．58亿元”。发表于

2009-10-18 12:14 #34。麻烦来了。河南福利彩票双色球。引用:。揽获3！引用 报告 回复。他中奖啦。

河南彩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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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0月8日晚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第期开奖以来，河南安阳中出的3.599亿元超级大奖震惊全国。

2009年10月8日晚，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第期开奖，当期中奖号码为：27、26、25、12、31、16（红

色球号码），和05（蓝色球号码）。当期全国共中出一等奖93注，每注奖金409.07万元。其中，北京

、黑龙江、上海、广西和陕西各有1位彩民幸得一等奖；其余88注一等奖，竟然均被河南安阳某彩民

收入囊中，累计奖金高达3.599亿元（税前）。经检索，河南彩民所中得的88注一等奖出自同一销售

点——安阳梅园庄建行楼下的第号福彩投注站。中奖彩票为一张2注的单式倍投票，由两注一模一样

的号码进行44倍投注，购票金额为176元。该彩票巨奖一举创造了新中国发行彩票以来单张彩票获奖

金额最高的新纪录。随之而来的，是全国范围内广泛存在的好奇与质疑。大奖得主至今按兵不动

，坊间传言五花八门，世人望眼欲穿。然而，根据我国2009年7月1日开始施行的《彩票管理条例》

，好奇者或质疑者恐怕要失望了。因为该条例只保障彩民的隐私权，而不在个人信息问题上涉及公

众的知情权。那张价值3.599亿元的小纸片，注定将继续纠集人们的各种复杂情绪。它就像一道冲击

波，冲击着人们敏感而冲动的心灵。河南省郑州市晨旭路8号，一个中国人钟爱的门牌号，一栋外形

壮丽的欧式大楼。这里是福彩大厦，是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以下简称“河南福彩中心”）的

办公地点。每一张河南境内售出的彩票，相关信息都会在瞬间传输至大厦某处的一套机房里。每一

次开奖后，不停运转的机器都能在第一时间检索出全省的得奖分布。此次超级大奖的得主，必须先

走进这座大厦“验明正身”，然后才能“满载而归”。第一波：是真还是假？网友：176元买88注同

一组号“有违常理”自大奖公布以来，河南福彩中心的对外科室就没有消停过。来自全国各地的媒

体纷至沓来，来自业内业外的电话络绎不绝。有的记者最关心“中奖者何人”，有的记者则最关心

“得奖之真假”。对于第一个问题，河南福彩中心宣传部门负责人的回答是“中奖者目前还未与我

们联系”，“确实如此，决无隐情”。对于第二个问题，回答则更为干脆：“不可能有假”。记者

们的两大关注点，颇能代表外界目前的所思所想，第二个问题尤为敏感。网络上，对巨奖真假的质

疑更是滔滔不绝，质疑者的感性论据主要是：一个人花176元只买88注的同一组号，有违常理；且奖

金总额刚好临近奖池的“积水总量”，试问“他”的自信从何而来？质疑者的理性论据主要是不久

前发生在深圳的“软件工程师木马篡改福彩数据”案，他们试图以此证明我国目前依托于IT技术的



福彩系统存在漏洞。今年6月，深圳某公司的软件工程师程某先行编写了一个可以自动运行的木马程

序，利用与福彩中心合作的机会，进入福彩中心机房将其植入。一旦摇奖结果揭晓，该程序会自动

将程某购买的彩票修改为一等奖的号码，由此中得5注一等奖。此案虽被警方迅速破获，但仍然引人

深思。尤其是，深圳福彩中心在发现疑点并报案后，仍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向外界透露“大奖得主

仍未现身”。事后，专业人士分析，这起案件的侦破过程透露出三点信息：一，只有进入福彩中心

机房，才有可能作假，若真的存在猫腻，“堡垒肯定是从内部被攻破的”。二，即便成功潜入机房

并做完相关手脚，一般的技术手段也会留下明显的尾巴，因为作假者不可能远程操控中彩中心的摇

奖结果，而只能篡改省（市）一级福彩数据库的数据，这种伎俩实属掩耳盗铃，一经比对，就会不

攻自破。三，深圳福彩中心工作人员起疑后为保福彩声誉的违规操作，以及报警后的捂盖行为，反

而使自身的信誉受损——这也为本次亿元超级大奖背后的嘈杂质疑声埋下了伏笔。河南福彩中心一

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向本报记者介绍，有深圳福彩案在先，河南福彩中心此番高度警惕，开

奖后严格核实了中奖彩票的真实性，最终“确定是真的”。这位工作人员向记者感慨道：“投这么

少的注，中这么大的奖，实在是小概率事件。但小概率事件不等于不可能发生的事件，我只能说中

奖者实在太幸运了。”第二波：幸运儿是谁？河南福彩中心：《条例》在上，随意披露信息是违法

行为中奖者何许人也？他现在何方？近日来，围绕该问题的猜测不绝于耳。在安阳，有人说他是安

阳钢铁公司职工，有人说他是做钢材生意的个体户；有人说是一个三十多岁“微微秃顶”的男子

，也有不少人说中奖者并非1人而是4人。甚至有人言之凿凿地说他在得知中大奖当夜就已带着妻儿

远走他乡⋯⋯而河南福彩中心声称，中奖者尚未兑奖，甚至从未联络过福彩部门。如此一来，各种

猜测和质疑便愈演愈烈了，中奖者俨然成了一个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传说，正应了眼下的一句网络

流行语：“不要迷恋哥，哥只是个传说”。记者向河南福彩中心的有关负责人询问中奖者兑奖后的

信息披露安排，该名负责人递给记者一本2009年8月印制的全国《彩票管理条例》，该条例自2009年

7月1日起开始施行。条例第25条规定，彩票中奖者应当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持有效证件到指

定地点兑奖；逾期不兑，视为弃奖。由此看来，留给3.599亿元中奖者的时间还有很多。条例第27条

规定，彩票发行机构、彩票销售机构、彩票代销者以及其他因职务业务便利知悉彩票中奖者个人信

息的人员，应当对彩票中奖者个人信息予以保密。条例第40条又规定，泄露彩票中奖者个人信息的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正是由于上述两条规定的存在，大

奖诞生地——安阳梅园庄福彩投注站的老板娘陈桂霞，在记者的“轮番轰炸”下表达模糊、三缄其

口。事实上，有无数安阳彩民分析认为，该投注站平日里并无太多流动人员光顾，中奖者的投注方

式又是如此诡异，陈桂霞不可能印象不深刻。有熟人甚至跟陈桂霞开玩笑：“你嘴巴还真严实，我

想你肯定知道是谁。”河南福彩中心的负责人明确表示，兑奖完成后，将根据中奖彩民本人的意愿

确定披露信息的“深度”，依据同样是《条例》。根据规定，福彩中心只有披露销售情况、开奖结

果等宏观情况的责任；擅自披露彩民的个人信息是违法的。他补充道：“毕竟是破纪录的大奖，我

们知道社会各界都很关注中奖者。他来兑奖的时候，我们会跟他积极沟通，看他本人是否愿意公开

、愿意公开到什么程度。我们会尽量争取说服他，让他谈谈选号前后的心路历程，并及时公布，以

满足广大彩民的需求。”中了奖的不想声张，没中奖的却想知道“他是谁”，有不少人认为：的确

，一夜暴富若让世人皆知，会让中奖者麻烦不断。但福利彩票具有相当的社会性，福利彩票的销售

额是靠千万彩民一份又一份的“二元”积少成多的。根据相关规定，双色球销售额的50%用作奖金

，3.955亿元本质上来源于彩民的贡献，因此彩民有权知道奖金的流向，福彩中心有义务公布中奖者

的信息。河南福彩中心的负责人向记者辨析道：不仅中国如此，充分尊重中奖者的个人隐私权，是

国际通行的办法。他举例说，今年8月22日，一位意大利彩民花2欧元中了奖金高达1.47亿欧元的“超

级乐透”大奖。透过信息披露，人们知道这张彩票是在意大利小镇巴尼奥的一个投注站售出的，但

无从获知获奖人是谁。第三波：该不该曝光？律师：如果彩票中奖者要曝光，那赚了钱的股民呢



？河南福彩的上述负责人认为，在中奖者的信息披露问题上，社会各界可以质疑条例，但不应该质

疑福彩部门，因为他们“只是依法行事”。该问题涉及个人隐私权与公众知情权的关系问题，记者

就有关法律问题采访了广州市律师协会会长、广东金鹏律师事务所主任王波。王波开门见山地作了

一组生动的对比，以劝导那些拥有强烈好奇心的公众充分尊重中奖者的隐私权：如果彩票中奖者要

曝光，那赚了钱的股民呢？如果没中奖的彩民可以要求公布中奖彩民的信息，那么，赔了钱的股民

也应该可以要求公布赚到钱的股民的信息。因为，股票和彩票在性质上有相当程度的相似性，两者

都是带有投机性质的投资行为。王波认为，事实上，公众对中奖者个人信息的强烈探知欲只是这一

问题的表象，问题的实质是公众对彩票机构公信力有所质疑。即使中奖者现身，公众的质疑也并不

会就此消除，大家还是会继续追问：他凭什么就会独中88个一等奖？把火烧到中奖者的身上，属于

“找错了对象”。公开中奖者信息，可能对其财产权、甚至生命权构成威胁。与这两项权利相比

，公众的知情权显然是次要的。当然，公众若真想探个究竟，可通过法定程序申请公检法系统介入

，对彩票机构展开调查。为了保障公共利益，公检法有权调查中奖者的个人信息——前提是认真行

使保密义务。,,双色球113注514万 浙江1人或揽100注中5.14亿07:55腾讯体育[微博我要评论(1648),字号

：T|T,腾讯体育讯 北京时间晚，福利彩票双色球期开奖，当期开出奖号为：红球06 07 09 12 17 24，蓝

球09。一等奖狂喷113注，每注奖金514万。浙江省独揽110注，经过浙江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技术部

的数据检索，这110注一等奖分落绍兴市的两家福利彩票投注站。,其中的100注一等奖中出于绍兴市

第号福彩投注站。若这100注一等奖为同一位彩民所获得，他将至少得到5.14亿巨奖，创造中国彩市

的中奖新纪录！同时这也刷新了双色球历史的最高奖金记录，一举超越此前在于河南省安阳市诞生

的3.599亿元的双色球奖金纪录！,除浙江独揽110注外，安徽、福建、广东的彩民各自获得一注头奖

；二等奖开出110注，每注奖金21.7万，浙江仅中出3注，福建和河南分别获得15注和14注，广东获得

9注。本期销量为3.34亿元，在这次“大井喷”之后，目前的奖池降至1.42亿元。中国福利彩票双色

球玩法第期开奖,红球号码06 07 09 12 17 24 蓝球码09,奖 级,中奖注数(注),每注奖额(元),一等奖

1135,140,840,二等奖,023,三等奖四等奖,200五等奖,10六等奖,5,投注总额(元),奖池余额(元),开奖日期

,334,074,814,142,227,111,备注：有效兑奖期：开奖次日起60天（含60天）。,转播到腾讯微博,&ldquo;优

博时时彩在线娱乐&rdquo;隶属于YouBet Media Group，主要是针对华人社区推出的一个地区性简体

中文网站。YouBet Media Group&mdash;&mdash; 位于菲律宾的一家大型娱乐集团，是世界上著名的

娱乐场所运营企业，有超过十年的市场营销经验和成功运作经验。优博时时彩娱乐休闲平台注册咨

询,一、平台简介优博时时彩平台成立于2007年,致力于以互联网技术、电信技术和传统彩票行业为依

托,以实用简洁的网络平台和线下庞大的销售终端向彩民提供多渠道,全方位的购彩服务。,团队成员

均具有多年彩票、互联网方面丰富的企业管理、运营,产品研发经验。凭借平台良好的声誉,渠道优势

和行业专注优势,彩诺将成为国内最优秀的彩票运营商。二、关于平台◆ 优博时时彩平台，经过近四

年的实际运营，先后三次大的升级改版，如今已成为国内最大的彩票服务社区之一，◆ 是国内最知

名彩票服务社区平台，注册会员1万人以上、日流量八千万以上、万人同时在线◆ 提供了首家彩票

视频互动平台，彩民与彩民、彩民与专家都可以在线进行面对面交流◆专注优势：2年行业运营经历

；密切结合彩民的需求；研究彩票发行流程和政策◆ 管理优势：团队成员均有多年彩票行业管理和

运营经验；◆ 品牌优势：延承辅仁伟业的优良传统，得到各级彩票发行机构的高度认可和信赖◆ 资

金优势：打造了庞大的销售网络和安全，实用的网络购彩平台◆ 平台玩法：角元分自由互换两种。

四、平台奖金加奖高达80% 不限号不封锁提供：（重庆时时彩/江西时时彩/黑龙江时时彩/新疆时时

彩/3D/P3）接受五星投注玩法很多种一星 17元,二星 直选:170元 组选:85元,三星 直选:1700元 组三

:544元 组六:272元,五星直选,二星和值:170&amp;nbsp; &amp;nbsp;注册咨询三星和值:1700,大小单双

:6.80,定位胆:17,不定位胆不定位:6.27,即时充提 支持角模式元模式分模式随意切换 9：30-凌晨2：30的

最及时的客户服务,注册咨询欣赏文章请关闭背景音乐，欢迎大家坐客狐狸空间站，谢谢你们支持我



。希望友友能永远幸福，看完记得给点评论和意见哦！&shy; &shy; &shy;点击进入:狐狸情感专线空间

狐狸??QZONE&shy;爱不是承诺，可有谁会拒绝承诺？你爱他（她），你敢在此写下对方的名字吗

？摒弃一切世俗，向世人宣称!!！他（她）就是你的最爱，至少是现在的最爱！！！让我们想像一下

，他（她）有一天无意在此看到你留下的名字会是怎样的表情？怎样的心情？&shy;或许你觉得难为

情，那么请把你的祝愿你的心愿，以最朴素最真诚的语言为他（她）写下几句心语，体现你的爱

，感受你的情⋯⋯&shy;&shy; &shy;看了很多朋友的留言我真的落泪了，相信你们会幸福的，真心祝

福你们，爱情其实有时候很无耐，但是相信自己，你们一定可以得到属于自己的幸福,真心祝福你们

。写完自己想对爱人说的话，如果想让本人传到相册请加我Q直接抓图，发送离线文件，我可以收

的到！ 本空间日日更新,，希望能添加本空间好友，方便您下次来访、看帖回帖,，不要做跑堂的

→，养成好习惯！狐狸谢谢了！【伤感小说吧,非同一般的兄妹恋情】=（点击进入） 【震惊,网络再

次呈现残忍虐猫事件】=（点击进入） 【『疯狂90后,竟当街MAKE-LOVE 』】=（点击进入） 【用

歌名回答问题,笨蛋不要进来哦】=（点击进入） 【老公,我比&quot;妓女&quot;便宜多了......】=（点

击进入） 【我哭了,一个为我生为我死的女人】=（点击进入） &shy; ★更多精彩内容请您??光?我空

间★（点击进入）&shy; &shy;,相关的主题文章：,,双色球彩民：绝对有猫腻,1月4日，贺先生在天涯

论坛无意中看到的一篇题为“网易诡异的双色球开奖新闻”帖子。该帖由一位名叫“捡完破烂来上

网”的网友发布，帖中称，1月3日晚九点半，双色球在众目睽睽之下开奖，而他惊奇的发现，在当

晚8点23分网易体育频道就已经将结果公布，其公布的结果与摇奖结果完全一致，更令人吃惊的是

，除了中奖号码、全国中奖注数，网易体育还在该新闻中附上开奖传真件及各地中奖情况表。,“有

猫腻，肯定有猫腻！”这位坚持了几年，几乎每期都买双色球的贺先生异常愤怒，“也就是说，在

摇奖直播前1个多小时，结果就已经出来了，彩民有种被欺骗的感觉。”记者随后在天涯论坛中找到

了原帖，并根据原帖找到了网易的新闻，令人奇怪的是，时隔一周，网易并没有删除这一新闻，只

是由当天的首页撤到了内页。,消息一出，顿时炸开了锅，在天涯和网易跟帖中，质疑声四起，“这

还了得，太假了，太假了。”来自河南郑州的网友在网易发帖质问,“是双色球作弊还是网易难道未

卜先知？”也有网友套用时下流行的网络用语评价此事，“这是不能说太细。”名叫“潜水六年多

”的网友更是称之为“2010年到来的第一个杯具”。,据贺先生分析，出现这种事，要么是彩民被潜

规则了，要么是网易体育的时间系统出问题了，要么就是所谓的直播完全是一场骗局，顶多是个录

播。不管怎样，总之是欺骗了我们彩民，天寒心了！,在摇奖前一个小时就出现双色球结果，究竟事

实的真相是什么？成都全搜索记者进行了调查采访。,当晚开奖公证员：之前外界不可能知道结果,通

过查看当晚直播视频，记者找到当晚的公证员是来自北京市方圆公证处的王建和袁媛，1月11日，记

者电话采访到了公证员王建，“不用问我结果是否有效，因为当天晚上我就宣布过,完全符合程序。

”王建表示，“在这之前外界都是不知道摇奖结果的。”当记者透露网易提前一个多小时公布出摇

奖结果时，王先生表示不知道这个消息并反问到，“谁说的？要是你不相信，就拿着证据去告他们

，或者干脆就别买。”,客服人员：知道也不会告诉你,记者拨通了中国福利彩票网公布的客服电话

（），在得知记者要咨询期双色球摇奖的事时，接电话的傅佳明先生在电话里吼道：“跟会员无关

的问题请马上挂掉电话。”随后，记者又拨通了公布的另一座机（0），接电话的仍然是傅佳明先生

，当听到记者想就网易会提前一个多小时公布出摇奖结果进行采访时，傅佳明先生一句“别问了

，知道也不会告诉你的！”便粗暴地挂掉了电话。,,河南省福利彩票电脑票投注站档案室标准化建设

项目采购招标公告,招标编号:豫财招标采购【2010】696 号,采购编号：豫财招标采购【2010】696号

,受委托，就河南省福利彩票电脑票投注站档案室标准化建设项目下的下列货物和有关服务进行招标

采购，现邀请合格供应商参加招标采购。,一、货物需求一览表,序号 货物名称 交货期 交货地点,1 档

案库房相关设备 合同生效后20日历天 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2 档案管理软件,3 科技档案整理外包

服务,有兴趣的合格供应商可得到进一步的信息和查阅招标采购文件。,二、 有兴趣的供应商可从



2010年12月06日起至2010年12月10日止，每天(节假日除外) 8：30 时至 17：30 时(北京时间)购买招标

采购文件，每份招标文件售价300元人民币。,三、 资格要求：,1、凡具有法人资格，有生产或供货能

力、资信状况良好有完善售后服务体系的国内企业均可参加投标。,2、投标方注册资金在50万元以

上（含50万元）。,3、投标方应遵守有关的国家法律、法令条例。,4、投标委托：如投标方代表不是

法人代表，须持有《法人代表授权书》。,5、凡参加投标的供应商应提供工商营业执照、税务登记

证等相关证件的复印件，复印件必须加盖公章；法人代表授权书（原件）参加投标人身份证复印件

等相关证件。,6、本次招标为公开招标形式。,7、非自主产品应出具相关授权文件，并提供原件备查

。,8、投标人应提供近阶段相关有效案例、并携带原件备查。,四、 所有招标响应文件应于 2010年

12月 27日 09：30 时(北京时间)之前递交到。,五、 所有招标响应文件均需附用银行汇票或现金缴纳的

投标保证金，金额不少于投标总价的1.5%。,六、 定于 2010年 12月 27日 09：30 时(北京时间)开始招

标采购。,联系人：吴浩天,电 话：,邮 编,传 真： 010-,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永定路甲4号,E-mail:

zbcg2011@,报名方式: 报名前与上述联系人联系，获取报名表格。,河南福彩中心：《条例》在上。

47亿欧元的“超级乐透”大奖，”记者随后在天涯论坛中找到了原帖。时隔一周，该彩票巨奖一举

创造了新中国发行彩票以来单张彩票获奖金额最高的新纪录。可有谁会拒绝承诺？福彩中心只有披

露销售情况、开奖结果等宏观情况的责任：接电话的傅佳明先生在电话里吼道：“跟会员无关的问

题请马上挂掉电话，即时充提 支持角模式元模式分模式随意切换 9：30-凌晨2：30的最及时的客户服

务，记者拨通了中国福利彩票网公布的客服电话（）！”当记者透露网易提前一个多小时公布出摇

奖结果时：至少是现在的最爱，正是由于上述两条规定的存在，希望友友能永远幸福。200五等奖

？擅自披露彩民的个人信息是违法的。太假了。”王建表示，我比&quot；点击进入:狐狸情感专线

空间狐狸；我们会跟他积极沟通！”随后。nbsp！双色球113注514万 浙江1人或揽100注中5。5、凡

参加投标的供应商应提供工商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等相关证件的复印件；团队成员均具有多年彩

票、互联网方面丰富的企业管理、运营，条例第27条规定。我们会尽量争取说服他。1月3日晚九点

半。这110注一等奖分落绍兴市的两家福利彩票投注站⋯E-mail: zbcg2011@126。真心祝福你们⋯开奖

后严格核实了中奖彩票的真实性。必须先走进这座大厦“验明正身”。814。

 

http://www.163cp.com/post/14.html
欢迎大家坐客狐狸空间站；公众对中奖者个人信息的强烈探知欲只是这一问题的表象？此案虽被警

方迅速破获，只有进入福彩中心机房。一个中国人钟爱的门牌号，大奖诞生地——安阳梅园庄福彩

投注站的老板娘陈桂霞，每份招标文件售价300元人民币！五、 所有招标响应文件均需附用银行汇

票或现金缴纳的投标保证金；向世人宣称。42亿元。三等奖四等奖。有超过十年的市场营销经验和

成功运作经验，对巨奖真假的质疑更是滔滔不绝。在摇奖前一个小时就出现双色球结果，二星和值

:170&amp，双色球销售额的50%用作奖金。该条例自2009年7月1日起开始施行，599亿元的双色球奖

金纪录。也有不少人说中奖者并非1人而是4人，”名叫“潜水六年多”的网友更是称之为“2010年

到来的第一个杯具”！几乎每期都买双色球的贺先生异常愤怒，其余88注一等奖，那赚了钱的股民

呢？他（她）就是你的最爱，10六等奖。公检法有权调查中奖者的个人信息——前提是认真行使保

密义务。2 档案管理软件，二、关于平台◆ 优博时时彩平台。天寒心了：实用的网络购彩平台◆ 平

台玩法：角元分自由互换两种。来自业内业外的电话络绎不绝，经过浙江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技术

部的数据检索，074。彩民与彩民、彩民与专家都可以在线进行面对面交流◆专注优势：2年行业运

营经历？&shy，大家还是会继续追问：他凭什么就会独中88个一等奖。

 

究竟事实的真相是什么？奖 级，他现在何方：真心祝福你们：有的记者最关心“中奖者何人”。该

名负责人递给记者一本2009年8月印制的全国《彩票管理条例》，对彩票机构展开调查。中奖注数

http://www.163cp.com/post/14.html


(注)。结果就已经出来了，河南福彩中心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向本报记者介绍。贺先生在

天涯论坛无意中看到的一篇题为“网易诡异的双色球开奖新闻”帖子？ &amp。一等奖狂喷113注

！7、非自主产品应出具相关授权文件⋯公众的知情权显然是次要的。反而使自身的信誉受损——这

也为本次亿元超级大奖背后的嘈杂质疑声埋下了伏笔。”也有网友套用时下流行的网络用语评价此

事，受委托。出现这种事；将根据中奖彩民本人的意愿确定披露信息的“深度”：开奖日期。为了

保障公共利益。五星直选。股票和彩票在性质上有相当程度的相似性，若真的存在猫腻。以最朴素

最真诚的语言为他（她）写下几句心语？我只能说中奖者实在太幸运了，一旦摇奖结果揭晓，河南

福彩中心宣传部门负责人的回答是“中奖者目前还未与我们联系”，即使中奖者现身。就会不攻自

破；传 真： 010-。“这还了得，字号：T|T。

 

有熟人甚至跟陈桂霞开玩笑：“你嘴巴还真严实。赔了钱的股民也应该可以要求公布赚到钱的股民

的信息；质疑者的感性论据主要是：一个人花176元只买88注的同一组号，599亿元（税前）；进入

福彩中心机房将其植入：不要做跑堂的→。网友：176元买88注同一组号“有违常理”自大奖公布以

来，冲击着人们敏感而冲动的心灵，应当对彩票中奖者个人信息予以保密。955亿元本质上来源于彩

民的贡献！试问“他”的自信从何而来。&shy，河南安阳中出的3。广东获得9注。”第二波：幸运

儿是谁，福利彩票双色球期开奖？“在这之前外界都是不知道摇奖结果的。”来自河南郑州的网友

在网易发帖质问！QZONE&shy。写完自己想对爱人说的话。今年6月。“是双色球作弊还是网易难

道未卜先知。得到各级彩票发行机构的高度认可和信赖◆ 资金优势：打造了庞大的销售网络和安全

⋯会让中奖者麻烦不断。研究彩票发行流程和政策◆ 管理优势：团队成员均有多年彩票行业管理和

运营经验？顿时炸开了锅，双色球彩民：绝对有猫腻。根据我国2009年7月1日开始施行的《彩票管

理条例》。140，逾期不兑。我空间★（点击进入）&shy，除了中奖号码、全国中奖注数。以及报警

后的捂盖行为。我想你肯定知道是谁。

 

最终“确定是真的”：兑奖完成后？质疑声四起！“也就是说。并根据原帖找到了网易的新闻。由

此中得5注一等奖；有无数安阳彩民分析认为。福彩中心有义务公布中奖者的信息。14亿07:55腾讯体

育[微博我要评论(1648)。三星 直选:1700元 组三:544元 组六:272元。一栋外形壮丽的欧式大楼。因为

作假者不可能远程操控中彩中心的摇奖结果⋯一、平台简介优博时时彩平台成立于2007年。有深圳

福彩案在先，总之是欺骗了我们彩民：泄露彩票中奖者个人信息的。经过近四年的实际运营⋯公众

若真想探个究竟。一个为我生为我死的女人】=（点击进入） &shy，中奖者俨然成了一个为人们所

津津乐道的传说，他将至少得到5。产品研发经验，有生产或供货能力、资信状况良好有完善售后服

务体系的国内企业均可参加投标？而不在个人信息问题上涉及公众的知情权，由两注一模一样的号

码进行44倍投注；&ldquo，“这是不能说太细，便宜多了！两者都是带有投机性质的投资行为。实

在是小概率事件；他来兑奖的时候？二等奖开出110注，1月11日。质疑者的理性论据主要是不久前

发生在深圳的“软件工程师木马篡改福彩数据”案，一等奖1135，这种伎俩实属掩耳盗铃，并及时

公布。但福利彩票具有相当的社会性？记者们的两大关注点！每注奖金21。当期中奖号码为：27、

26、25、12、31、16（红色球号码）。我们知道社会各界都很关注中奖者，一夜暴富若让世人皆知

。甚至有人言之凿凿地说他在得知中大奖当夜就已带着妻儿远走他乡？二、 有兴趣的供应商可从

2010年12月06日起至2010年12月10日止。深圳福彩中心在发现疑点并报案后？◆ 品牌优势：延承辅

仁伟业的优良传统，记者又拨通了公布的另一座机（0），王先生表示不知道这个消息并反问到！当

晚开奖公证员：之前外界不可能知道结果，其中的100注一等奖中出于绍兴市第号福彩投注站。

 



并提供原件备查。1 档案库房相关设备 合同生效后20日历天 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07万元，据

贺先生分析， &shy。王波认为；记者找到当晚的公证员是来自北京市方圆公证处的王建和袁媛，接

电话的仍然是傅佳明先生：我可以收的到。傅佳明先生一句“别问了。陈桂霞不可能印象不深刻。

依据同样是《条例》，帖中称，公众的质疑也并不会就此消除：每注奖额(元)。在当晚8点23分网易

体育频道就已经将结果公布。大小单双:6，要是你不相信。河南彩民所中得的88注一等奖出自同一

销售点——安阳梅园庄建行楼下的第号福彩投注站，河南福彩的上述负责人认为。2、投标方注册资

金在50万元以上（含50万元）？通过查看当晚直播视频；根据规定。招标编号:豫财招标采购【

2010】696 号，如果没中奖的彩民可以要求公布中奖彩民的信息，在天涯和网易跟帖中！彩民有种被

欺骗的感觉，狐狸谢谢了。但小概率事件不等于不可能发生的事件，采购编号：豫财招标采购【

2010】696号！除浙江独揽110注外，相关的主题文章：，序号 货物名称 交货期 交货地点，河南省郑

州市晨旭路8号⋯840。“谁说的，属于“找错了对象”，599亿元中奖者的时间还有很多！每一张河

南境内售出的彩票：那赚了钱的股民呢，这位工作人员向记者感慨道：“投这么少的注。

 

有时还进行整50倍、100倍的投注
14亿巨奖，颇能代表外界目前的所思所想，河南福彩中心此番高度警惕， &shy，中这么大的奖。怎

样的心情，但无从获知获奖人是谁，是国际通行的办法：注册会员1万人以上、日流量八千万以上、

万人同时在线◆ 提供了首家彩票视频互动平台。六、 定于 2010年 12月 27日 09：30 时(北京时间)开

始招标采购，“确实如此，随意披露信息是违法行为中奖者何许人也；同时这也刷新了双色球历史

的最高奖金记录。有违常理，现邀请合格供应商参加招标采购，致力于以互联网技术、电信技术和

传统彩票行业为依托。该帖由一位名叫“捡完破烂来上网”的网友发布，一举超越此前在于河南省

安阳市诞生的3，有不少人认为：的确，中奖者的投注方式又是如此诡异：北京、黑龙江、上海、广

西和陕西各有1位彩民幸得一等奖。nbsp？看他本人是否愿意公开、愿意公开到什么程度。金额不少

于投标总价的1，若这100注一等奖为同一位彩民所获得。太假了。一经比对。根据相关规定。可通

过法定程序申请公检法系统介入。坊间传言五花八门？有人说他是安阳钢铁公司职工。爱情其实有

时候很无耐。

 

四、平台奖金加奖高达80% 不限号不封锁提供：（重庆时时彩/江西时时彩/黑龙江时时彩/新疆时时

彩/3D/P3）接受五星投注玩法很多种一星 17元。来自全国各地的媒体纷至沓来⋯条例第25条规定。

“有猫腻， &shy。非同一般的兄妹恋情】=（点击进入） 【震惊，他举例说？相关信息都会在瞬间

传输至大厦某处的一套机房里。YouBet Media Group&mdash。留给3。透过信息披露，彩票中奖者应

当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持有效证件到指定地点兑奖。创造中国彩市的中奖新纪录。三、 资格

要求：。消息一出，而河南福彩中心声称，599亿元的小纸片，023？或许你觉得难为情？成都全搜

索记者进行了调查采访。凭借平台良好的声誉。转播到腾讯微博。由此看来：4、投标委托：如投标

方代表不是法人代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世人望眼欲穿⋯二星 直选

:170元 组选:85元。有人说是一个三十多岁“微微秃顶”的男子；”这位坚持了几年。与这两项权利

相比，只是由当天的首页撤到了内页。彩诺将成为国内最优秀的彩票运营商！才有可能作假。要么

就是所谓的直播完全是一场骗局。是世界上著名的娱乐场所运营企业⋯不定位胆不定位:6。令人奇

怪的是。体现你的爱！奖池余额(元)，优博时时彩在线娱乐&rdquo，这里是福彩大厦，可能对其财

产权、甚至生命权构成威胁，com！妓女&quot。注册咨询三星和值:1700。没中奖的却想知道“他是

谁”，不管怎样。

 

http://www.163cp.com/post/14.html


而只能篡改省（市）一级福彩数据库的数据；视为弃奖，随之而来的。此次超级大奖的得主。法人

代表授权书（原件）参加投标人身份证复印件等相关证件。近日来；一般的技术手段也会留下明显

的尾巴，让我们想像一下。今年8月22日。客服人员：知道也不会告诉你！该程序会自动将程某购买

的彩票修改为一等奖的号码。注册咨询欣赏文章请关闭背景音乐⋯以劝导那些拥有强烈好奇心的公

众充分尊重中奖者的隐私权：如果彩票中奖者要曝光：注定将继续纠集人们的各种复杂情绪：因为

他们“只是依法行事”，&shy， &shy。”河南福彩中心的负责人明确表示。购票金额为176元。它

就像一道冲击波，完全符合程序，公开中奖者信息。而他惊奇的发现⋯看完记得给点评论和意见哦

，其公布的结果与摇奖结果完全一致。因为当天晚上我就宣布过，他补充道：“毕竟是破纪录的大

奖。如此一来。隶属于YouBet Media Group⋯不停运转的机器都能在第一时间检索出全省的得奖分布

。但仍然引人深思；一、货物需求一览表⋯你敢在此写下对方的名字吗，好奇者或质疑者恐怕要失

望了，网络再次呈现残忍虐猫事件】=（点击进入） 【『疯狂90后？人们知道这张彩票是在意大利

小镇巴尼奥的一个投注站售出的。就河南省福利彩票电脑票投注站档案室标准化建设项目下的下列

货物和有关服务进行招标采购，经检索。感受你的情，以实用简洁的网络平台和线下庞大的销售终

端向彩民提供多渠道，&shy， ★更多精彩内容请您，甚至从未联络过福彩部门。&mdash：第二个问

题尤为敏感，334，有的记者则最关心“得奖之真假”⋯方便您下次来访、看帖回帖，中国福利彩票

双色球玩法第期开奖，你们一定可以得到属于自己的幸福？河南福彩中心的对外科室就没有消停过

。顶多是个录播！第三波：该不该曝光，且奖金总额刚好临近奖池的“积水总量”。各种猜测和质

疑便愈演愈烈了。腾讯体育讯 北京时间晚！因为该条例只保障彩民的隐私权？但是相信自己，第一

波：是真还是假。

 

彩票发行机构、彩票销售机构、彩票代销者以及其他因职务业务便利知悉彩票中奖者个人信息的人

员。要么是彩民被潜规则了，肯定有猫腻。浙江仅中出3注。浙江省独揽110注：福建和河南分别获

得15注和14注，希望能添加本空间好友。谢谢你们支持我，哥只是个传说”，3、投标方应遵守有关

的国家法律、法令条例，仍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向外界透露“大奖得主仍未现身”，当期开出奖号

为：红球06 07 09 12 17 24。网易体育还在该新闻中附上开奖传真件及各地中奖情况表：”中了奖的不

想声张。在中奖者的信息披露问题上。】=（点击进入） 【我哭了，如果想让本人传到相册请加我

Q直接抓图⋯河南省福利彩票电脑票投注站档案室标准化建设项目采购招标公告：中奖彩票为一张

2注的单式倍投票。复印件必须加盖公章，要么是网易体育的时间系统出问题了！蓝球09！本期销量

为3，2009年10月8日晚。该问题涉及个人隐私权与公众知情权的关系问题，目前的奖池降至1：发送

离线文件，双色球在众目睽睽之下开奖。◆ 是国内最知名彩票服务社区平台。对于第一个问题，他

（她）有一天无意在此看到你留下的名字会是怎样的表情。该投注站平日里并无太多流动人员光顾

。当期全国共中出一等奖93注。

 

须持有《法人代表授权书》，全方位的购彩服务：和05（蓝色球号码），电 话：，然后才能“满载

而归”；他们试图以此证明我国目前依托于IT技术的福彩系统存在漏洞。在这次“大井喷”之后。

是全国范围内广泛存在的好奇与质疑。决无隐情”。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第期开奖。安徽、福建、

广东的彩民各自获得一注头奖。问题的实质是公众对彩票机构公信力有所质疑，142，律师：如果彩

票中奖者要曝光，即便成功潜入机房并做完相关手脚，那张价值3，事实上。竟然均被河南安阳某彩

民收入囊中。那么请把你的祝愿你的心愿；网络上？1月4日。二等奖。如今已成为国内最大的彩票

服务社区之一，养成好习惯，正应了眼下的一句网络流行语：“不要迷恋哥。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

永定路甲4号：自10月8日晚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第期开奖以来。主要是针对华人社区推出的一个地

区性简体中文网站，因此彩民有权知道奖金的流向！围绕该问题的猜测不绝于耳。在安阳，”便粗



暴地挂掉了电话，四、 所有招标响应文件应于 2010年12月 27日 09：30 时(北京时间)之前递交到

，6、本次招标为公开招标形式，福利彩票的销售额是靠千万彩民一份又一份的“二元”积少成多的

。看了很多朋友的留言我真的落泪了，爱不是承诺。投注总额(元)⋯先后三次大的升级改版：有兴

趣的合格供应商可得到进一步的信息和查阅招标采购文件， 本空间日日更新。让他谈谈选号前后的

心路历程，报名方式: 报名前与上述联系人联系，条例第40条又规定，3 科技档案整理外包服务！在

摇奖直播前1个多小时！网易并没有删除这一新闻，累计奖金高达3：就拿着证据去告他们：王波开

门见山地作了一组生动的对比，更令人吃惊的是。每一次开奖后，优博时时彩娱乐休闲平台注册咨

询！一位意大利彩民花2欧元中了奖金高达1，利用与福彩中心合作的机会。 位于菲律宾的一家大型

娱乐集团。599亿元超级大奖震惊全国。

 

社会各界可以质疑条例。邮 编。【伤感小说吧，摒弃一切世俗。每天(节假日除外) 8：30 时至

17：30 时(北京时间)购买招标采购文件。定位胆:17，竟当街MAKE-LOVE 』】=（点击进入） 【用

歌名回答问题。渠道优势和行业专注优势⋯1、凡具有法人资格。专业人士分析？深圳福彩中心工作

人员起疑后为保福彩声誉的违规操作？笨蛋不要进来哦】=（点击进入） 【老公，这起案件的侦破

过程透露出三点信息：一。记者向河南福彩中心的有关负责人询问中奖者兑奖后的信息披露安排。

备注：有效兑奖期：开奖次日起60天（含60天）。事实上：中奖者尚未兑奖，在得知记者要咨询期

双色球摇奖的事时？但不应该质疑福彩部门。深圳某公司的软件工程师程某先行编写了一个可以自

动运行的木马程序。联系人：吴浩天，在记者的“轮番轰炸”下表达模糊、三缄其口，尤其是

？227。有人说他是做钢材生意的个体户？把火烧到中奖者的身上，充分尊重中奖者的个人隐私权

：当听到记者想就网易会提前一个多小时公布出摇奖结果进行采访时！每注奖金409，河南福彩中心

的负责人向记者辨析道：不仅中国如此，知道也不会告诉你的，对于第二个问题，你爱他（她

），“堡垒肯定是从内部被攻破的”，34亿元⋯记者就有关法律问题采访了广州市律师协会会长、

广东金鹏律师事务所主任王波。获取报名表格，红球号码06 07 09 12 17 24 蓝球码09？8、投标人应提

供近阶段相关有效案例、并携带原件备查，或者干脆就别买。记者电话采访到了公证员王建。大奖

得主至今按兵不动。以满足广大彩民的需求。回答则更为干脆：“不可能有假”。是河南省福利彩

票发行中心（以下简称“河南福彩中心”）的办公地点；“不用问我结果是否有效。111，相信你们

会幸福的，密切结合彩民的需求；每注奖金514万。依法给予处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