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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7月26日，“双色球”5.65亿元巨奖驾临浙江新昌这个浙东小城。有些彩民乃至算出，假若

是一人独得5.14亿元，该侥幸者假若将这笔奖金存银行(税后)，按目前一年期按期放款年利率来算

，这笔巨奖一年的利钱将高达1356万元，比每年中3个500万头奖(税后实得奖金400万元)还多；还有

彩民算出，按百元国民币计，这笔奖金足足有5000公斤，假若一张张叠起来，有360米高，假定每层

楼高3米，这笔钱叠起来有120层楼那么高。

 

联想到前段时间上海徐家汇商城股份无限公司上市，余秋雨所持有的股份收益将迅速收缩，身价火

速上亿。还有此前华谊兄弟在守业板关闭申购，正式上市后更将有多位明星股本过亿。还有本日有

媒体又爆出深圳岗厦河园片区旧村拆迁将结果近十个亿万富翁及20来个亿万家族。在人们还没弄清

楚明明亿万富豪是怎样炼成的期间，又冒出这么多亿万富豪。亿万富豪在倍增，贫富差异也在加大

。

 

世界银行通知称，中国0.4%的人口掌握了70%的财富，而美国则是5%的人口掌握60%的财富，中国

的财富荟萃度超越了美国，位居世界第一，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紧要的国度。

 

那么亿万富豪是怎样炼成的呢？上面我们总结一下炼成亿万富豪的门路以及所必要的条件。

 

炼成亿万富翁5大门路：

 

1）稳扎稳打凭自身不绝勉力以及聪明：

 

中国福彩中奖号码
 

以我们全世界华人最熟知的，获胜榜样李嘉诚为例：李嘉诚，第一份职业是倾销员。17岁升业务经

理，时隔不久又提升为总经理。22岁守业，一切资产仅为5万元。29岁成为“塑胶花大王”。58岁初

度登上香港首席财阀的宝座。60岁被《财富》杂志评为华人首富。

 

李嘉诚作为华人世界最获胜的商人，不光成立了多量的金钱和财富，而且还事必躬亲地成立了一套

具有雄厚内在的人生韬略和经商哲学。精明的商家不妨将商业认识渗入渗出到生活的每一件事中去

，乃至是一举手一投足。足够商业细胞的商人，获利不妨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

 

 

2）抓住了革新关闭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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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

 

最新福彩中奖号码 9412最新福彩中奖号码 今日福彩中奖号码 最
一、代价双轨制培育提拔的暴富者集体

 

所谓代价双轨制，是指在包括生活材料和临蓐材料的商品相易中，通行着政府定价和市场决心代价

的两种代价体系。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革新中，所谓代价双轨制是岂论如何

绕不过的一个经过。其缘故原由，一是计划经济的权势相当的强盛，周旋计划经济的官员们攻陷着

、专揽着国度的主要作事岗位，要让他们罢休计划定价，那是万万办不到的;二是因乡村家庭承包筹

备职守制、放开集贸市场、对企业放权让利等革新的推行，受供求联系的影响，一些商品遵照市场

定价已是水到渠成，谁也挡不住。这样一来，也就浮现了政府定价的廉代价，和市场定价的较低代

价，彼此生计。奖多多彩票网。

 

推行中，计划代价和市场代价并不是各安定自己的轨道上运转，而是客观生计着交织，也就浮现了

有人把廉代价的计划代价的商品，拿到市场上以低代价出卖，赚取差价发财。

 

现以1987年云南省电铜为例。国度同一出厂代价为每吨5500元，云南省定出厂代价为每吨6600元，最

高出厂限价加价额为每吨9920元，最高销售限价加价额为每吨元。这也就是说，某人有联系，从电

铜工厂买出1吨电铜，揭秘成为,今日福彩中奖号码 亿万富豪5大途径 看你是否有这样潜质店内有表、

售票 　　　　

 

转手卖进来就不妨获利3960元(元—6600元)，假若倒卖1万吨，就赚3960万元。

 

 

二、国企初期的不获胜改制所培育提拔的一批暴富者

 

1990年代以前，我国的国企改制通过了包括扩张自主筹备权、厂长掌握制、承包筹备职守制、增强

外部管理等。回忆这一革新经过，阐发了我们对国企革新的认识，有一个逐渐繁荣的经过，当然更

是推行教育的经过。由于国企自身的实际题目(杜光师长教师已指出国企不是私有制)，我们所能想

到的革新计划，全试验过了，永远成效不明显，要么是经济效益不好(盈利不多，亏本不少)，要么

是社会效益不好(供职态度阴毒)。以至于人们惊呼：中国国企的革新仍旧走进了“死胡同”。但是

，不革新，退回到昔日计划经济时期的国度“统包统配”的旧体制，题目加倍蹩脚。我们在此商榷

题目是，每革新一次，都酿成国度利益的损失，都使一批人成为了爆发户。

 

福彩中奖号码查询
正式基于以上2种由革新关闭酿成的空隙，一些人暴富间接奔向亿万富豪的门槛也许是为今后成为亿

万富豪打下根底。

 

3）公司上市到市场圈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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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证监会的调整，守业板30日开板，包括华谊兄弟在内的首批28家公司将荟萃在深交所挂牌上市

。华谊兄弟上市，也告竣了其总裁王中军“制造中国最大明星持股团队”的志愿，多位华谊明星名

导身家将暴跌几千万乃至过亿。首批挂牌来往的28家守业板公司中，华谊兄弟最受喜爱，解冻资金

第一，达1928.61亿元。国金证券(22.13.0.17.0.77%)发表的投资通知以为，华谊兄弟上市后合理方针价

为45.6~50.35元，双彩网3d。据此计算，持股288万股的冯小刚所持股份市值将紧张冲破1个亿。

 

4）倍投买彩票：

 

 

 

中国福彩中奖号码
10月8日晚，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爆出特大新闻——中国彩王出世了！河南省安阳市一位彩民一

张2注异样的号码实行44倍投注，中得了88注一等奖，共取得奖金3.6亿元，刷新了中国彩票史单人中

奖奖金的最高纪录，成为我国彩票中奖第一人！

 

而在2007年11月27日晚，异样是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开奖，甘肃省嘉峪关市一彩民独中了

1.138亿元巨奖，这一此前我国彩票单人中奖的最高纪录。

 

 

5）市主旨或市周边拆迁改造赔偿款：

 

 

 

岗厦河园片区地处深圳福田主旨区外部，是深圳市最有代表性的旧村之一。2007年，该片区改造正

式发动，日前，拆迁协商近序幕。只管外部纷争仍未停歇，但不妨确定，此次旧改将结果近十个亿

万富翁及20来个亿万家族。

 

好似这样拆迁抵偿巨额资金在全国不在多数。

 

 

揭秘成为,今日福彩中奖号码 亿万富豪5大途径 看你是否有这样潜质

 

,编者按：7月26日，“双色球”5.65亿元巨奖降临浙江新昌这个浙东小城。有些彩民甚至算出，如果

是一人独得5.14亿元，该幸运者如果将这笔奖金存银行(税后)，按目前一年期定期存款年利率来算

，这笔巨奖一年的利息将高达1356万元，比每年中3个500万头奖(税后实得奖金400万元)还多；还有

彩民算出，按百元人民币计，这笔奖金足足有5000公斤，如果一张张叠起来，有360米高，假设每层

楼高3米，这笔钱叠起来有120层楼那么高。,联想到前段时间上海徐家汇商城股份有限公司上市，余

秋雨所持有的股份收益将迅速膨胀，身价快速上亿。还有此前华谊兄弟在创业板开放申购，正式上

市后更将有多位明星股本过亿。还有今日有媒体又爆出深圳岗厦河园片区旧村拆迁将成就近十个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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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富翁及20来个亿万家族。在人们还没弄明白亿万富豪是怎样炼成的时候，又冒出这么多亿万富豪

。亿万富豪在倍增，贫富差距也在加大。,世界银行报告称，中国0.4%的人口掌握了70%的财富，而

美国则是5%的人口掌握60%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超过了美国，位居世界第一，成为全球两极

分化最严重的国家。,那么亿万富豪是怎样炼成的呢？下面我们总结一下炼成亿万富豪的途径以及所

需要的条件。,炼成亿万富翁5大途径：,1）稳扎稳打凭自身不断努力以及智慧：以我们全世界华人最

熟知的，成功典范李嘉诚为例：李嘉诚，第一份职业是推销员。17岁升业务经理，时隔不久又晋升

为总经理。22岁创业，全部资产仅为5万元。29岁成为“塑胶花大王”。58岁首次登上香港首席财阀

的宝座。60岁被《财富》杂志评为华人首富。,李嘉诚作为华人世界最成功的商人，不仅创造了大量

的金钱和财富，而且还身体力行地创造了一套具有丰富内涵的人生韬略和经商哲学。精明的商家可

以将商业意识渗透到生活的每一件事中去，甚至是一举手一投足。充满商业细胞的商人，赚钱可以

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2）抓住了改革开放的机遇：,国企,一、价格双轨制造就的暴富者群体,所谓

价格双轨制，是指在包括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商品交换中，通行着政府定价和市场决定价格的两

种价格体系。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改革中，所谓价格双轨制是无论如何绕不

过的一个过程。其原因，一是计划经济的势力相当的强大，坚持计划经济的官员们占据着、把持着

国家的主要工作岗位，要让他们放弃计划定价，那是绝对办不到的;二是因农村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

、放开集贸市场、对企业放权让利等改革的推行，受供求关系的影响，一些商品按照市场定价已是

顺理成章，谁也挡不住。这样一来，也就出现了政府定价的低价格，和市场定价的较高价格，相互

存在。,实践中，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并不是各自在自己的轨道上运行，而是客观存在着交叉，也就

出现了有人把低价格的计划价格的商品，拿到市场上以高价格出售，赚取差价发财。,现以1987年云

南省电铜为例。国家统一出厂价格为每吨5500元，云南省定出厂价格为每吨6600元，最高出厂限价

加价额为每吨9920元，最高销售限价加价额为每吨元。这也就是说，某人有关系，从电铜工厂买出

1吨电铜，转手卖出去就可以赚钱3960元(元—6600元)，如果倒卖1万吨，就赚3960万元。二、国企初

期的不成功改制所造就的一批暴富者,1990年代以前，我国的国企改制经历了包括扩大自主经营权、

厂长负责制、承包经营责任制、加强内部管理等。回顾这一改革过程，说明了我们对国企改革的认

识，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当然更是实践教育的过程。由于国企本身的理论问题(杜光先生已指出

国企不是公有制)，我们所能想到的改革方案，全试验过了，始终成效不明显，要么是经济效益不好

(盈利不多，亏损不少)，要么是社会效益不好(服务态度恶劣)。以至于人们惊呼：中国国企的改革已

经走进了“死胡同”。但是，不改革，退回到过去计划经济时期的国家“统包统配”的旧体制，问

题更加糟糕。我们在此讨论问题是，每改革一次，都造成国家利益的损失，都使一批人成为了暴发

户。,正式基于以上2种由改革开放造成的空隙，一些人暴富直接奔向亿万富豪的门槛或者是为今后

成为亿万富豪打下基础。,3）公司上市到市场圈钱：,根据证监会的安排，创业板30日开板，包括华

谊兄弟在内的首批28家公司将集中在深交所挂牌上市。华谊兄弟上市，也实现了其总裁王中军“打

造中国最大明星持股团队”的梦想，多位华谊明星名导身家将暴涨几千万甚至过亿。首批挂牌交易

的28家创业板公司中，华谊兄弟最受青睐，冻结资金第一，达1928.61亿元。国金证券

(22.13,0.17,0.77%)发布的投资报告认为，华谊兄弟上市后合理目标价为45.6~50.35元，据此计算，持

股288万股的冯小刚所持股份市值将轻松突破1个亿。,4）倍投买彩票：,10月8日晚，中国福利彩票双

色球开奖爆出特大消息——中国彩王诞生了！河南省安阳市一位彩民一张2注同样的号码进行44倍投

注，中得了88注一等奖，共获得奖金3.6亿元，刷新了中国彩票史单人中奖奖金的最高纪录，成为我

国彩票中奖第一人！,而在2007年11月27日晚，同样是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开奖，甘肃省嘉峪关

市一彩民独中了1.138亿元巨奖，这一此前我国彩票单人中奖的最高纪录。5）市中心或市周边拆迁改

造赔偿款：,岗厦河园片区地处深圳福田中心区内部，是深圳市最有代表性的旧村之一。2007年，该

片区改造正式启动，日前，拆迁谈判近尾声。尽管内部纷争仍未平息，但可以确定，此次旧改将成



就近十个亿万富翁及20来个亿万家族。,类似这样拆迁补偿巨额资金在全国不在少数。,,昨天晚上

，家乡的梨园广场有一场“体彩之夜”的消夏晚会，笔者两眼看着滨州歌舞团演员的精彩表演，心

里却翻滚着对“彩票”的疑惑，以至于晚上在睡梦中满脑子里也是“彩票”⋯⋯根据国家民政部《

中国福利彩票管理办法》表述，福利彩票是指以筹集社会福利资金为目的而发行的印有号码、图形

或文字供人们自愿购买并按特定规则确定购买人获取或不获取奖金的有价证券。目前，可以在全国

发行的彩票只有中国体育彩票和中国福利彩票。据考，彩票最早出现在5000多年前的意大利，时至

今日，意大利人发行的彩票数仍为世界第一。彩票在我国已有近百年历史。19世纪末，上海开始流

行彩票，当时叫“发财票”，老百姓又把它称为“白鸽票”。解放后，彩票被长期禁止，到1987年

，民政部才获准发行彩票筹集慈善款，1994年正式出现彩票的称谓，1988年由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

捐发行中心发行首期奖券（即彩票），1989年发行了第一期福利彩票，1990年发行了第一套体育彩

票。中国彩票开禁18年以来，年销售额已达到近400亿，从业人员达几十万，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

，彩票对于相当一部分中国老百姓都具吸引力。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对北京、上海

等几个大城市调查显示，已有48.5％的居民购买过彩票，其中5％的居民已经成为职业彩民。这说明

，买彩票已经成了中国人一项经常性、普遍性的活动，已经深刻影响着国人的生活。根据国务院有

关规定，彩票募集资金的返奖比例不得低于销售额的50％，彩票公益金比例不得低于35％，发行费

用比例不得高于15％，再从发行费中支付3％的彩票成本。并声称，2元一注的体育彩票，有7毛钱用

于公益事业。尽管说发行彩票是国家对社会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是工资、税收之后的“第三

次分配”，“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但是，在笔者想来，作为国家制订出来的政策是否合法，还

要看在老百姓的心目中“是否合理”。在老百姓看来，彩票就是一种披着合法外衣的赌博，类似的

还有股票，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从其他人身上不劳而获、一夜暴富。这也是赌博的主要特征。在

当今中国，以各种方式进行赌博的人非常普遍，流传着一句 “十亿人民九亿赌”的顺口溜。虽不能

肯定一定是九亿，但看看周围一个个鲜活的人，一件件具体的事，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却好深刻，扑

克、纸牌、麻将、象棋、电脑等娱乐、学习工具，如今均成了赌具；现金、实物以至性，则成了不

同场合不同时间不同情景下的赌注。因赌博引发的案件数不胜数且五花八门，赌博害处也能随便列

出数条。国家法律法规明令禁赌，政府和司法部门不时发布通告布告打击赌博，可赌博这个“人人

喊打”的“老鼠”，在人们的灵魂深处和精神需求上，又成了“香饽饽”，人人被它吸引，人人都

想吃它，而且越吃越香越上瘾。细想一下，“彩民”，是群最可爱而又最可悲的人。一旦参与进去

，想抽身比登天还难。他们一次次的买，一次次失望。当看到自己的号码与中奖号有几分“相似

”时，便认为运气已到，于是再多买几张，结果还是一样。因为据专家测算，在正规情况下得大奖

者的机率应是400万分之一。即使成了 “幸运儿”又能怎样？有例子说，一个原本普通的人“一票

暴富”、高兴一阵之后，借款、恫吓、威胁相伴而来。 “幸运”使原本和睦家庭起了波浪，使原本

和谐的亲友关系弄得剑拔驽张。痛苦大于欢乐的不等式只有中过彩的人才知道。由此想来，一个普

通人还是要过普通人的生活为好，不要期盼天下掉下馅饼来，平平安安才是福，踏踏实实才长久。

山东省阳信县国土资源局邱海昌,,昨日，郑州市民王先生在农业路丰乐路口，捡到一张印有“北京福

彩3D信息中心会员内部资料使用证”字样的VIP会员卡，卡片上推荐的中奖号码准确无误。,中国福

彩中心表示，从未发行过这种内部贵宾卡，也不存在此机构。,声明,“中奖不能声张，用完后请自行

销毁”,昨日上午9时许，郑州市农业路丰乐路口，王先生捡到一张带着防磁卡套的卡片，打开一看

是一张VIP卡，上面写着“北京福彩3D信息中心会员内部资料使用证”。,卡片背面还有近几期推荐

的中奖号码，王先生立即打开电脑，查询最近几期福彩的中奖号码，发现卡片上推荐的连续四五期

都是准确的。,王先生又惊又喜，马上拨打卡片上的咨询热线，被告知是福彩中心内部员工遗失的卡

片。,临近中午，王先生出门吃饭，在地上又捡到两张一模一样的卡片，“不可能是别人遗失的，可

能是骗子吧。”,昨日下午，记者见到了这张VIP会员卡，卡背面写着几条温馨提示：卡片是证明本



中心会员⋯⋯的主要依据；有效期为6期，限本人使用，严禁向外透露本卡内容；中奖不能声张，用

完后请自行销毁⋯⋯,卡片下面列着第期~第期的3D彩票号码，其中第期的刮开，只显示中间的号码

“5”。,同时，卡上还写着“准确信息、放心下注”、“会员统一售价3800元”等字样。,记者通过

查询，发现会员卡上的这5期号码就是中奖号码，一点也不差，但是这些号码都是已经公布过的。

,回应,中国福彩中心称从未发行此卡，也没有该机构,随后，记者拨打了该会员卡上的咨询电话，接

电话的是一名普通话不标准的女子，她自称是北京福彩3D信息中心的内部工作人员，卡片是他们内

部员工遗失的。,之后，记者声称想了解一下具体使用方法，该女子说，会员卡的信息都是内部资料

，想成为VIP会员，要先交3800元会员费，还要把真实姓名、身份证号、家庭住址以短信的形式给她

发过去，等申请通过，她会发过来银行账号，确认收到汇款后才能确定会员资格，邮寄卡片。

“24小时你就能收到卡片，不耽误明天晚上买。”,针对此事，记者咨询了中国福彩中心，总机的工

作人员明确告诉记者，从未发行过这种3D内部贵宾卡，而且也根本不存在“北京福彩3D信息中心

”这样的机构。,“如果能预测中奖号码，那他们为什么不去买彩票等着中大奖，而要骗别人交会员

费呢？”工作人员说，三四年前就有类似骗术，骗子通过互联网发布信息声称能预测中奖号码。,记

者拨通文化路派出所电话，一名接电话的女同志介绍，一个月前他们也曾接到一市民报警，也是捡

取这种卡片，该市民轻信卡片上的信息，并且汇款，后惊觉被骗，当时刑侦部门也介入调查。,相关

链接,瞅瞅这些有关彩票的骗局,作废彩票再改造：,犯罪嫌疑人会将作废彩票的开奖日期或者号码进

行修改，然后说急需用钱又没带身份证、不想排队无法兑奖等，蒙骗彩民。,“神算”不请自来：,一

些不法分子以彩民身份加入各种彩民交流的QQ群，先跟群里的人套近乎，然后称能准确预测中奖号

码，让彩民汇款，获取所谓的预测信息。,用假彩票网站敛财：,现在，网上买彩票已成为一种流行。

然而，一些打着“公彩”名义的网站，实际上是非法的，彩民登录这些网站购买彩票，付出的款项

实际上全入了网站创建者的腰包。,身价快速上亿？该幸运者如果将这笔奖金存银行(税后)。是工资

、税收之后的“第三次分配”；2元一注的体育彩票。17岁升业务经理，58岁首次登上香港首席财阀

的宝座，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山东省阳信县国土资源局邱海昌，王先生又惊又喜，实

际上是非法的。有7毛钱用于公益事业，然后称能准确预测中奖号码。始终成效不明显⋯在地上又捡

到两张一模一样的卡片，不要期盼天下掉下馅饼来！冻结资金第一。“中奖不能声张！我国的国企

改制经历了包括扩大自主经营权、厂长负责制、承包经营责任制、加强内部管理等：也没有该机构

，只显示中间的号码“5”，同样是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开奖。记者拨通文化路派出所电话？亏

损不少)。彩票募集资金的返奖比例不得低于销售额的50％。问题更加糟糕！61亿元？记者咨询了中

国福彩中心，二、国企初期的不成功改制所造就的一批暴富者，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却好深刻。全部

资产仅为5万元，彩民登录这些网站购买彩票，再从发行费中支付3％的彩票成本：最高出厂限价加

价额为每吨9920元⋯创业板30日开板！也不存在此机构。到1987年。

 

作废彩票再改造：。确认收到汇款后才能确定会员资格：如今均成了赌具。国金证券(22！最高销售

限价加价额为每吨元，已经深刻影响着国人的生活，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从其他人身上不劳而获

、一夜暴富。2007年。让彩民汇款。以至于人们惊呼：中国国企的改革已经走进了“死胡同”。持

股288万股的冯小刚所持股份市值将轻松突破1个亿？可能是骗子吧，发行费用比例不得高于15％。

心里却翻滚着对“彩票”的疑惑。有例子说！成为我国彩票中奖第一人；那他们为什么不去买彩票

等着中大奖？上海开始流行彩票！某人有关系；从未发行过这种内部贵宾卡！郑州市民王先生在农

业路丰乐路口！打开一看是一张VIP卡，正式上市后更将有多位明星股本过亿。使原本和谐的亲友关

系弄得剑拔驽张。国家统一出厂价格为每吨5500元。也就出现了政府定价的低价格，则成了不同场

合不同时间不同情景下的赌注⋯就赚3960万元。发现会员卡上的这5期号码就是中奖号码。借款、恫

吓、威胁相伴而来。22岁创业。“双色球”5，中奖不能声张。都造成国家利益的损失。他们一次次



的买。这笔奖金足足有5000公斤，要让他们放弃计划定价。发现卡片上推荐的连续四五期都是准确

的。

 

结果还是一样。记者见到了这张VIP会员卡。60岁被《财富》杂志评为华人首富，用完后请自行销毁

，亿万富豪在倍增，也是捡取这种卡片，中国福彩中心称从未发行此卡，所谓价格双轨制。位居世

界第一。尽管内部纷争仍未平息，每改革一次，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对北京、上海

等几个大城市调查显示。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后惊觉被骗。接电话的是一名普通话不标准的女子

。在当今中国：家乡的梨园广场有一场“体彩之夜”的消夏晚会。王先生出门吃饭，李嘉诚作为华

人世界最成功的商人，全试验过了？一件件具体的事！但可以确定；要么是社会效益不好(服务态度

恶劣)。笔者两眼看着滨州歌舞团演员的精彩表演；华谊兄弟上市后合理目标价为45，彩票在我国已

有近百年历史。成功典范李嘉诚为例：李嘉诚！“如果能预测中奖号码。国家法律法规明令禁赌

：当时叫“发财票”！转手卖出去就可以赚钱3960元(元—6600元)，并且汇款！彩票就是一种披着合

法外衣的赌博，年销售额已达到近400亿。而要骗别人交会员费呢。一个月前他们也曾接到一市民报

警。

 

尽管说发行彩票是国家对社会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和市场定价的较高价格⋯由于国企本身的

理论问题(杜光先生已指出国企不是公有制)。说明了我们对国企改革的认识⋯骗子通过互联网发布

信息声称能预测中奖号码？在老百姓看来。解放后。如果一张张叠起来！按目前一年期定期存款年

利率来算，从电铜工厂买出1吨电铜⋯河南省安阳市一位彩民一张2注同样的号码进行44倍投注。意

大利人发行的彩票数仍为世界第一，赌博害处也能随便列出数条，当看到自己的号码与中奖号有几

分“相似”时；包括华谊兄弟在内的首批28家公司将集中在深交所挂牌上市！刷新了中国彩票史单

人中奖奖金的最高纪录；“不可能是别人遗失的，已有48，郑州市农业路丰乐路口：6亿元，一、价

格双轨制造就的暴富者群体。我们在此讨论问题是。

 

坚持计划经济的官员们占据着、把持着国家的主要工作岗位。用假彩票网站敛财：，云南省定出厂

价格为每吨6600元。可以在全国发行的彩票只有中国体育彩票和中国福利彩票。以各种方式进行赌

博的人非常普遍。便认为运气已到！正式基于以上2种由改革开放造成的空隙！类似的还有股票：政

府和司法部门不时发布通告布告打击赌博。一些不法分子以彩民身份加入各种彩民交流的QQ群？不

耽误明天晚上买，赚钱可以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该女子说：在人们的灵魂深处和精神需求上。

查询最近几期福彩的中奖号码？而且还身体力行地创造了一套具有丰富内涵的人生韬略和经商哲学

，1）稳扎稳打凭自身不断努力以及智慧：以我们全世界华人最熟知的；共获得奖金3，有些彩民甚

至算出。1994年正式出现彩票的称谓。5）市中心或市周边拆迁改造赔偿款：，一些商品按照市场定

价已是顺理成章。中国的财富集中度超过了美国⋯还要把真实姓名、身份证号、家庭住址以短信的

形式给她发过去。

 

获取所谓的预测信息。她自称是北京福彩3D信息中心的内部工作人员，当然更是实践教育的过程

，她会发过来银行账号。这说明。昨日下午。一个普通人还是要过普通人的生活为好。根据国家民

政部《中国福利彩票管理办法》表述：然后说急需用钱又没带身份证、不想排队无法兑奖等：卡上

还写着“准确信息、放心下注”、“会员统一售价3800元”等字样？3）公司上市到市场圈钱：：贫

富差距也在加大：达1928！一是计划经济的势力相当的强大！都使一批人成为了暴发户；王先生立

即打开电脑⋯“神算”不请自来：，由此想来，其中5％的居民已经成为职业彩民，时隔不久又晋升

为总经理。还有今日有媒体又爆出深圳岗厦河园片区旧村拆迁将成就近十个亿万富翁及20来个亿万



家族。甚至是一举手一投足。相互存在。该市民轻信卡片上的信息。华谊兄弟最受青睐，受供求关

系的影响，用之于民”。想成为VIP会员。蒙骗彩民，的主要依据，老百姓又把它称为“白鸽票

”，卡背面写着几条温馨提示：卡片是证明本中心会员？昨天晚上，一旦参与进去，昨日上午9时许

？还有彩民算出，卡片上推荐的中奖号码准确无误。民政部才获准发行彩票筹集慈善款，从业人员

达几十万。

 

65亿元巨奖降临浙江新昌这个浙东小城⋯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爆出特大消息——中国彩王诞生

了。临近中午。该片区改造正式启动，福利彩票是指以筹集社会福利资金为目的而发行的印有号码

、图形或文字供人们自愿购买并按特定规则确定购买人获取或不获取奖金的有价证券。中国0：充满

商业细胞的商人，细想一下？5％的居民购买过彩票，35元，并声称。中国彩票开禁18年以来？又成

了“香饽饽”。还要看在老百姓的心目中“是否合理”，4%的人口掌握了70%的财富；总机的工作

人员明确告诉记者。时至今日，1990年发行了第一套体育彩票，彩票最早出现在5000多年前的意大

利？上面写着“北京福彩3D信息中心会员内部资料使用证”。又冒出这么多亿万富豪？有一个逐步

发展的过程，赚取差价发财，10月8日晚：犯罪嫌疑人会将作废彩票的开奖日期或者号码进行修改。

19世纪末，1990年代以前，付出的款项实际上全入了网站创建者的腰包。限本人使用。一次次失望

。而且也根本不存在“北京福彩3D信息中心”这样的机构⋯比每年中3个500万头奖(税后实得奖金

400万元)还多，有360米高！但看看周围一个个鲜活的人，作为国家制订出来的政策是否合法，马上

拨打卡片上的咨询热线，按百元人民币计！所谓价格双轨制是无论如何绕不过的一个过程。等申请

通过，买彩票已经成了中国人一项经常性、普遍性的活动，假设每层楼高3米，甘肃省嘉峪关市一彩

民独中了1，首批挂牌交易的28家创业板公司中，可赌博这个“人人喊打”的“老鼠”。

 

这笔钱叠起来有120层楼那么高，拆迁谈判近尾声。三四年前就有类似骗术。不改革，回顾这一改革

过程。2）抓住了改革开放的机遇：；类似这样拆迁补偿巨额资金在全国不在少数，卡片是他们内部

员工遗失的。是深圳市最有代表性的旧村之一；记者拨打了该会员卡上的咨询电话。彩票公益金比

例不得低于35％。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改革中，如果是一人独得5？138亿元

巨奖。其中第期的刮开，4）倍投买彩票：；29岁成为“塑胶花大王”，于是再多买几张，二是因农

村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放开集贸市场、对企业放权让利等改革的推行，而美国则是5%的人口掌握

60%的财富。是群最可爱而又最可悲的人：多位华谊明星名导身家将暴涨几千万甚至过亿。编者按

：7月26日；扑克、纸牌、麻将、象棋、电脑等娱乐、学习工具，即使成了 “幸运儿”又能怎样。

 

流传着一句 “十亿人民九亿赌”的顺口溜。也就出现了有人把低价格的计划价格的商品。此次旧改

将成就近十个亿万富翁及20来个亿万家族？精明的商家可以将商业意识渗透到生活的每一件事中去

，岗厦河园片区地处深圳福田中心区内部。如果倒卖1万吨？而且越吃越香越上瘾，实践中，当时刑

侦部门也介入调查，王先生捡到一张带着防磁卡套的卡片？在正规情况下得大奖者的机率应是400万

分之一，从未发行过这种3D内部贵宾卡？而在2007年11月27日晚。根据证监会的安排：14亿元。捡

到一张印有“北京福彩3D信息中心会员内部资料使用证”字样的VIP会员卡。瞅瞅这些有关彩票的

骗局。现以1987年云南省电铜为例。彩票被长期禁止，人人都想吃它。1989年发行了第一期福利彩

票。余秋雨所持有的股份收益将迅速膨胀。这样一来， “幸运”使原本和睦家庭起了波浪。这也是

赌博的主要特征。通行着政府定价和市场决定价格的两种价格体系。而是客观存在着交叉！下面我

们总结一下炼成亿万富豪的途径以及所需要的条件。平平安安才是福，现金、实物以至性，一个原

本普通的人“一票暴富”、高兴一阵之后！“24小时你就能收到卡片，联想到前段时间上海徐家汇

商城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先跟群里的人套近乎，世界银行报告称。要先交3800元会员费。



 

想抽身比登天还难！也实现了其总裁王中军“打造中国最大明星持股团队”的梦想；“取之于民。

一点也不差！人人被它吸引？针对此事。据此计算！拿到市场上以高价格出售，被告知是福彩中心

内部员工遗失的卡片，彩票对于相当一部分中国老百姓都具吸引力，中得了88注一等奖。华谊兄弟

上市。以至于晚上在睡梦中满脑子里也是“彩票”，一名接电话的女同志介绍。谁也挡不住。炼成

亿万富翁5大途径：，那么亿万富豪是怎样炼成的呢；踏踏实实才长久，会员卡的信息都是内部资料

。但是这些号码都是已经公布过的，在人们还没弄明白亿万富豪是怎样炼成的时候。相关链接；用

完后请自行销毁”，我们所能想到的改革方案；网上买彩票已成为一种流行。“彩民”？6~50，中

国福彩中心表示，”工作人员说。因赌博引发的案件数不胜数且五花八门。因为据专家测算！严禁

向外透露本卡内容。这一此前我国彩票单人中奖的最高纪录。退回到过去计划经济时期的国家“统

包统配”的旧体制？邮寄卡片。虽不能肯定一定是九亿，还有此前华谊兄弟在创业板开放申购。那

是绝对办不到的。有效期为6期。一些人暴富直接奔向亿万富豪的门槛或者是为今后成为亿万富豪打

下基础⋯是指在包括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商品交换中。痛苦大于欢乐的不等式只有中过彩的人才

知道：这笔巨奖一年的利息将高达1356万元。1988年由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发行中心发行首期奖

券（即彩票）：记者声称想了解一下具体使用方法。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并不是各自在自己的轨道

上运行⋯卡片背面还有近几期推荐的中奖号码，不仅创造了大量的金钱和财富？记者通过查询；根

据国务院有关规定。

 

77%)发布的投资报告认为。这也就是说，第一份职业是推销员。其原因。卡片下面列着第期~第期

的3D彩票号码，一些打着“公彩”名义的网站。在笔者想来，要么是经济效益不好(盈利不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