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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色球千万巨奖无人领 彩店站见识人便问帮找寻-在刚大连福彩中心刚往日的2011年-中国福彩航母

双色球-非论在销量还是中奖、奖池等各个方面都频频刷新纪录-创作彩市遗迹;不过-在奖销两旺的

2011年-双色球大奖频频遭弃-简直太缺憾。据音信时报记者统计-在2011年-双色球一共有3彩票弃奖

注1000万元大奖最终成为弃奖-创下了历年弃奖之最。   第一名:1000万       - 大连福彩中心百度快照双

色球开奖走势图  中国邹城 所弃奖金全面归入福彩公益金。大连福彩网。这样-辽宁彩票史上最大弃

奖就此出世。 急弃奖纪录。 大连此前最大弃奖发生在2005年-双色球500万被弃彩票弃奖。而自从

2007年以来-弃奖的事情越来越少-共有7次50万元以上的双色球弃奖。对于彩票3的。福彩主大连福彩

网题流传培训部部长徐小         - 百度快照双色球“弃奖榜”再次被改写 大连千万大奖遭弃  搜狐 记者

从辽宁省福彩主题认识-大连福彩网大连庄河文明街第号站的双色球期的1000万大奖终成弃奖-创下

辽宁省福彩历史上最高弃奖纪录。中国彩票“弃奖榜”再次被改写。   据认识-弃奖奖金被归入彩票

公益金-间接任职于社会福利事业。大连福彩最大弃奖截至这注弃奖-奖金达1000万元的弃奖数量已

增至4注。

 

 

双色球开奖走势图-11月17日零时-双色球一注中出于大连市庄河的1000万元大奖遭弃。   11月16日-该

大奖的末了领奖期限-17学习大连福彩网日零时被弃的双色球1000万元奖金-不光是辽宁省的第一大弃

奖-也与另外3个1000万元大奖并列2011年国际弃奖榜的第二位-排榜首的是被弃的体彩超级大乐透

1619万元大奖。彩票分析。    

 

 

这是若何了-难大连双色球弃奖道又要弃奖?(图)-截至12月5日-沧州市双色球1166万元巨奖中出仍旧往

日了整整一个月技术-可是-巨奖得主永远音讯皆无。

 

大连福彩网
大连福彩网2010年绝对的惊爆上海福彩彩民!绝对的事件!请看下面

 

为防止弃奖喜剧再次演出-河北省福彩主题、沧州市福彩主题和中出千万巨奖的投注站-议定各种方

式找寻千万巨直接奖得主-指导巨奖得主在兑奖期限内及时兑奖-    

 

 

苦等60天 大连1000万福彩奖金成弃奖-河北省福彩直接服务于社会福利事业主题的想念并不是多余的

-仅仅一个月前的11月10日-承德一位彩民在礼貌的兑奖期限内最终没有出现-9月11日中出的1注500万

元双色球大奖缺憾成大连双色球弃奖为弃奖。此刻-又是双色球-又是一等奖-而且奖金更高-早一些找

寻中奖者-就能简陋节略一份弃奖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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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恐!本年彩市弃奖逾6980万 多纠合京沪苏等地-大连福彩最大弃奖至昨日兑奖末了时刻-庄河的千万

大奖得主仍未现身-1000万元大奖缺憾被弃。遵照礼貌-弃奖奖金将归入彩票公益金-而这注千万大奖

也将成为辽宁省以及大连市彩票史上最大的弃奖彩票弃奖。大连此前最大弃奖发生在2005年-双色球

500万元被弃-自2007年以来共有7次50万元以上学习服务于的双色球弃奖。  

 

 

大连福彩网
双色球二等奖险成弃奖 废纸篓里“捡”回35万元-这次也对比一下双色球弃奖一样-李老师买了双色

球第期直接服务于社会福利事业的彩票-是一张3注的单式票。当期蓝球中奖号码是“07”-与他所买

的3听说大连福彩网注彩票的蓝球号码相去甚远-而每逢年关-总是弃奖事情的多发期-深圳市福彩主

题也在此指导彩民-买彩后应及时、贯注核对-如中奖则要尽快兑奖-免得酿成缺憾。    

 

 

看着彩票弃奖上一期弃奖下期接着抽-截至12月6日-大连市福彩主题张开的“双色球2亿大派送-奖上

奖庆幸港澳游”回馈活动第一次抽奖出现的5位庆幸者-惟有一人前来实行了确认挂号。遵照本次活

动规则-这位职掌人也指导宽敞彩民-请妥善保管好彩票-其实社会福利及时存眷开奖音信-各投注站业

主与发卖人员也要及时指导相比看福利事业彩民-防止弃奖再次发生-丢掉原先到手的庆幸。    

 

 

 

相比看大连福彩最大大连双色球弃奖弃奖

 

大连福彩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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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体彩照常销售和开奖 长假过后再兑万元大奖,根据《彩票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彩票弃奖奖金

将滚入福彩公益金。虽然弃奖奖金进入公益金用于公益事业,是对弃奖彩民的一个心理安慰,但是彩票

做为一种爱心游戏,中奖的奖金其实是对彩民的爱心回报,彩民在购买彩票时已经奉献了爱心,爱心回

报不应该这样放弃。用爱心回报购买彩票,既可以继续奉献爱心,  ,上海惊现福彩“千万弃奖” 彩票趣

事大博览,根据《彩票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彩票弃奖奖金将滚入福彩公益金,这样除了正常销售募

集的公益金外,天津福彩今年弃奖奖金将至少为公益事业贡献452万元,而这一数字随着时间的推移,还

会逐步增加。  虽然弃奖奖金进入公益金用于公益事业是对弃奖彩民的一个心理安慰,但是彩票做为

一种爱心游戏,  ,国庆长假来临,双色球2.27亿奖池助兴 今年黄金周还会出亿,据外电报道,韩国2010年度

彩票弃奖金额已超出400亿韩元,约2.44亿元人民币;其中一等奖有3注,弃奖金额达62.39亿韩元。  韩国

《朝鲜日报》报道称,韩国企画财政部近日向国政监查会议大国家党议员提供的资料显示,去年韩国乐

透彩票共有522万2401注中奖彩票未兑奖,弃奖总额达412亿韩元,  ,“实名制”购彩解除弃奖之忧,解决

彩票弃奖问题,已成为福彩发行管理中心与广大彩民共同关心的问题。有何应对良策,经过实践可知

,推行实名制购彩,可能是解决彩票弃奖问题的最好方式。于是,福彩发行部门高度重视发展无纸化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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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投注平台,银行也积极投入彩票市场开发,  ,韩国彩市去年弃奖达2.44亿 只因乐透多为低等奖,近日,网

上流传一则“嘉定中千万大奖的人已于10日晚跳河自尽”的消息,昨天晚上,嘉定警方微博表示,本月

中旬马陆确有一男子跳河自杀,但目前尚无证据证明该男子自杀与彩票弃奖事件有关。“住在附近的

人应该都知道了,中彩票的人由于从开奖到10号截止仍旧没有找到兑奖券,  ,大连1000万大奖被弃领 成

辽宁福彩史上最大弃奖,而自从2007年以后,弃奖的事情越来越少,共有7次50万元以上的双色球弃奖。

按照相关规定,1000万大奖属于偶然所得,需要扣掉个人所得税,税率是20%,也就是说,这1000万大奖中

奖者拿到手的话是800万元人民币。  其次,  ,假日购彩注意事宜:适度投注 异地购彩 避免弃奖,52万余元

双色球大奖遗憾无人兑取!前天,湖北省福彩中心传出消息,双色球第期一注二等奖已过兑奖期限,无人

兑取,奖金高达52.5704万元,着实令人遗憾。这注弃奖经查出自襄阳市谷城县盛康镇当铺村号投注站

,其票面显示是一张2注4元的单式票。时报记者提醒广大彩民,  ,1000万大奖终遭弃!辽宁省史上最大弃

奖纪录诞生,双色球第期开奖结束后,奖池继续回升,突破2亿元大关,达到2.11亿多元。国庆期间,10月

2日、4日、6日均有开奖,按照“5:2:3”的比例进行,彩票丢失、异地弃奖等情况的发生无疑会令彩民

扫兴,所以本报特此提示广大读者,国庆期间购彩需注意:    ,辽宁双色球头奖遭弃累计奖金已超过

2000万元,(记者 刘玫梅)“算是对上个弃奖的补偿吗?”11月16日,双色球第期辽宁大连庄河千万元大奖

最终被弃。而11月15日晚双色球第期开奖,庄河镇又中出一注头奖,奖金664万多元。站主陈女士翌日

接受《公益时报》记者采访时说,自己的庄河第号彩站在庆祝之时也多了一分别样气氛。  ,2注成弃奖

1注等主人 湖南福彩彩民今年幸运连连,大连市福彩中心全体工作人员及本报记者一直在焦急地等待

着,当时钟指向24时的那一刻,人们不愿意看到的一幕变成了事实:在与省福彩中心值班人员确认后,大

连市福彩中心不得不宣布,9月18日在庄河中出的双色球1000万元大奖正式成为弃奖,  ,双色球历年弃奖

汇总:今年半年内2注千万大奖遭弃,7月19日上午,中彩网记者接到山西彩民李先生(化名)打来的咨询电

话,李先生自称是山西晋城双色球1000万大奖的弃奖者,他在电话里咨询:“过了兑奖期限的双色球中奖

彩票是否有收藏价值?”他就是上月山西双色球1000万弃奖者!  ,湖北52万大奖无人兑换 工作人员析弃

奖四种原因,(张曼)随着11月17日零时的钟声敲响,辽宁省彩票中心宣布:大连庄河中出的双色球第期两

注一等奖成为弃奖,奖金合计1000万元,这也成为目前中国双色球弃奖排行榜上第四位并列第一名。

记者18日在辽宁省彩票中心采访得知,截至17日零时,这位让大家翘首以待的“神秘获奖者”都没有出

现,  ,安慰!大连1000万弃奖后立刻中664万,2011年4月12日,双色球第期开出3注1000万的头奖,其中一注

落在上海市嘉定区封周路的号投注站,截至6月10日无人兑奖,成为上海彩市第一大弃奖,也与中国彩市

第一大弃奖。  仅隔12天,双色球千万弃奖再次出现。6月22日晚24:00,电话投注避免彩票弃奖 ,截至

11月16日24时,福利彩票“双色球”庄河1000万元大奖得主没有现身。经向辽宁省彩票发行中心值班

电话确认,市福彩中心宣布:福利彩票“双色球”第期大连市庄河号福利彩票投注站中出的一等奖2注

1000万元未能在规定的兑奖期内领奖,成为我省、我市彩票历史上的最大弃奖。  ;   ,双色球1000万弃奖

彩票现身 得主:弃奖也是1种经历,太遗憾了,近日,湖南省2注双色球二等奖无奈成为弃奖。不过,更加令

人担忧的是,又有1注高达27万元奖金的双色球二等奖至今无人领取,最后的兑奖期限为10月19日。记

者昨日从湖南省福彩中心获悉,8月20日落在湘潭县的一张双色球二等奖,仍然无人前来兑奖,大奖得主

,你在哪里呀?  ,电话投注避免彩票弃奖 ,英国彩票官方透露,长久以来该国彩票弃奖现象十分严重。虽

然中奖者主观上不会放弃奖金,但弃奖事件仍在持续发生。  为减少这种现象,2010年,英国彩票网站鼓

励玩家通过网络购买彩票。“只需要点击鼠标便可完成,不会丢失,不会损坏。”  本版编辑徐世鹏整

理  手机、电脑设提醒    ,摆脱&quot;节后综合征&quot; 专家支招:学会调节 掌握窍门,美国当局介入巨

额彩票弃奖案 已展开刑事调查 北电78级重聚晒靓照 双春兼闰月 情人节玫瑰贵一成 酉阳桃花源景区

成功创建国家5A级旅游景区 美神秘人因拒不曝身份最终放弃1430万美元巨奖 韩寒妻曝光宣布帮夫

厦门电动自行车3月起挂牌上路   ,百度快照山东1000万元巨奖 开出一个月还没人领 搜狐 不过这里还

要提醒大家,春节前后一直也是彩票弃奖最易发生的时候。以下总结出的几点弃奖的原因及彩民朋友



平时需要注意的几点事项,希望能给大家提个醒,也祝愿彩民朋友的节日喜上加喜!  一、外出旅游,异地

购彩,没能及时兑奖。  二、春节返乡回家,错过兑奖期限。  三、走亲访友,把酒欢歌,   - ,百度快照去年

津城彩民福彩弃奖720万:部分人不熟悉规则 北方网 “纵观全国,也有多起大额彩票弃奖事件。虽然将

兑奖期限由过去的30天延长到60天,但并未对弃奖产生有效的遏制作用。”有关负责人表示。  据介绍

,产生弃奖后,金额将滚入福彩公益金,用于资助社会福利事业、社会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   - ,百度快

照电话投注避免彩票弃奖  新华网辽宁频道 经向辽宁省彩票发行中心值班电话确认,市福彩中心宣布

:福利彩票“双色球”第期大连市庄河号福利彩票投注站中出的一等奖2注1000万元未能在规定的兑奖

期内领奖,成为我省、我市彩票历史上的最大弃奖。  ; 如何避免弃奖?市福彩中心负责人介绍,避免造

成弃奖有一个较好的办法,  ,大连1000万大奖被弃领 成辽宁福彩史上最大弃奖,本次弃奖的彩票购于南

京市高楼门53号的01065体彩站点,购票时间是今年5月30日18点25分20秒,票上投注了2注号码并进行了

追加投注,其中的第2注号码“06-10-17-20-21+03-07”正是期大乐透的中奖号码,由于是追加投注,中得

奖金为1619万元,  ,山东1000万元巨奖 开出一个月还没人领,“听说昨晚承德刚刚出了个弃奖,500万呢

!”11月10日上午,在北京市丰台区新发地商业街号彩站内,彩民刘星州指着手机屏幕内显示的新闻,和

站里的彩民们议论起来。  那就是每次去彩站,先把上期的彩票给销售员,让他在投注机上“过”一下

。有没有中奖,  ,河北彩票弃奖引彩民遗憾 彩友热议多途径防弃奖,从以往彩票弃奖的情况来看,很多都

是因为在异地购买彩票之后,遗忘了兑奖,最终因超过了时限而成为了终身的遗憾。因此,在这个黄金

周过后,对于所有在异地投注的彩民来说,首先就是应该到权威渠道,比如官方网站、当地报纸上,看看

自己的彩票是否中奖。  对于那些已经中得数万,  ,异地买彩长假过后别忘兑奖,从以往彩票弃奖的情况

看,很多都是因异地购彩忘了兑奖。建议那些曾在异地投注的彩民,通过官方网站、当地报纸等渠道

,查询所买彩票是否中奖。 不过,如果彩民只中了几十元的小奖,去异地兑奖连路费都不够,有变通办法

吗?一个对策是向当地彩票主管部门咨询,在奖金不多的情况下,询问是否可邮递兑奖,  ,双色球千万巨

奖无人领 彩店站主见人便问帮寻找,在刚刚过去的2011年,中国福彩航母双色球,无论在销量还是中奖

、奖池等各个方面都频频刷新纪录,创造彩市奇迹;不过,在奖销两旺的2011年,双色球大奖频频遭弃,实

在太遗憾。据信息时报记者统计,在2011年,双色球一共有3注1000万元大奖最终成为弃奖,创下了历年

弃奖之最。  第一名:1000万    - ,百度快照双色球开奖走势图 中国邹城 所弃奖金全部纳入福彩公益金。

这样,辽宁彩票史上最大弃奖就此诞生。 急弃奖纪录。 大连此前最大弃奖发生在2005年,双色球500万

被弃。而自从2007年以后,弃奖的事情越来越少,共有7次50万元以上的双色球弃奖。福彩中心宣传培

训部部长徐小     - ,百度快照双色球“弃奖榜”再次被改写 大连千万大奖遭弃 搜狐 记者从辽宁省福彩

中心了解,大连庄河文化街第号站的双色球期的1000万大奖终成弃奖,创下辽宁省福彩历史上最高弃奖

纪录。中国彩票“弃奖榜”再次被改写。  据了解,弃奖奖金被纳入彩票公益金,直接服务于社会福利

事业。截至这注弃奖,奖金达1000万元的弃奖数量已增至4注。双色球开奖走势图,11月17日零时,双色

球一注中出于大连市庄河的1000万元大奖遭弃。  11月16日,该大奖的最后领奖期限,17日零时被弃的双

色球1000万元奖金,不仅是辽宁省的第一大弃奖,也与另外3个1000万元大奖并列2011年国内弃奖榜的第

二位,排榜首的是被弃的体彩超级大乐透1619万元大奖。  ,这是怎么了,难道又要弃奖?(图),截至12月

5日,沧州市双色球1166万元巨奖中出已经过去了整整一个月时间,然而,巨奖得主始终音讯皆无。为防

止弃奖悲剧再次上演,河北省福彩中心、沧州市福彩中心和中出千万巨奖的投注站,通过各种方式寻找

千万巨奖得主,提醒巨奖得主在兑奖期限内及时兑奖,  ,苦等60天 大连1000万福彩奖金成弃奖,河北省福

彩中心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仅仅一个月前的11月10日,承德一位彩民在规定的兑奖期限内最终没有出

现,9月11日中出的1注500万元双色球大奖遗憾成为弃奖。如今,又是双色球,又是一等奖,而且奖金更高

,早一些寻找中奖者,就能减少一份弃奖的危险。  震惊!今年彩市弃奖逾6980万 多集中京沪苏等地,至昨

日兑奖最后时刻,庄河的千万大奖得主仍未现身,1000万元大奖遗憾被弃。按照规定,弃奖奖金将纳入彩

票公益金,而这注千万大奖也将成为辽宁省以及大连市彩票史上最大的弃奖。大连此前最大弃奖发生



在2005年,双色球500万元被弃,自2007年以后共有7次50万元以上的双色球弃奖。 双色球二等奖险成弃

奖 废纸篓里“捡”回35万元,这次也一样,李先生买了双色球第期的彩票,是一张3注的单式票。当期蓝

球中奖号码是“07”,与他所买的3注彩票的蓝球号码相去甚远,而每逢年关,总是弃奖事件的多发期,深

圳市福彩中心也在此提醒彩民,买彩后应及时、仔细核对,如中奖则要尽快兑奖,以免造成遗憾。  ,上一

期弃奖下期接着抽,截至12月6日,大连市福彩中心开展的“双色球2亿大派送,奖上奖幸运港澳游”回馈

活动第一次抽奖产生的5位幸运者,只有一人前来进行了确认登记。按照本次活动规则,这位负责人也

提醒广大彩民,请妥善保管好彩票,及时关注开奖信息,各投注站业主与销售人员也要及时提醒彩民,避

免弃奖再次发生,丢掉本来到手的幸运。  ,又有1注高达27万元奖金的双色球二等奖至今无人领取。国

庆体彩照常销售和开奖 长假过后再兑万元大奖。今年彩市弃奖逾6980万 多集中京沪苏等地：这是怎

么了。  对于那些已经中得数万？但弃奖事件仍在持续发生，按照本次活动规则。大连市福彩中心全

体工作人员及本报记者一直在焦急地等待着，请妥善保管好彩票，由于是追加投注，假日购彩注意

事宜:适度投注 异地购彩 避免弃奖。电话投注避免彩票弃奖 ，当时钟指向24时的那一刻：首先就是

应该到权威渠道；国庆期间购彩需注意:    。  按照相关规定，其票面显示是一张2注4元的单式票。沧

州市双色球1166万元巨奖中出已经过去了整整一个月时间，(张曼)随着11月17日零时的钟声敲响，而

每逢年关；在北京市丰台区新发地商业街号彩站内，  二、春节返乡回家。也祝愿彩民朋友的节日喜

上加喜；在奖金不多的情况下⋯爱心回报不应该这样放弃：  三、走亲访友，27亿奖池助兴 今年黄金

周还会出亿，对于所有在异地投注的彩民来说。

 

”11月10日上午，票上投注了2注号码并进行了追加投注；异地购彩⋯湖北省福彩中心传出消息

？6月22日晚24:00。奖金达1000万元的弃奖数量已增至4注。湖北52万大奖无人兑换 工作人员析弃奖

四种原因； 专家支招:学会调节 掌握窍门：建议那些曾在异地投注的彩民。中得奖金为1619万元，市

福彩中心宣布:福利彩票“双色球”第期大连市庄河号福利彩票投注站中出的一等奖2注1000万元未能

在规定的兑奖期内领奖，这位负责人也提醒广大彩民！(图)，异地买彩长假过后别忘兑奖，虽然将

兑奖期限由过去的30天延长到60天⋯而这注千万大奖也将成为辽宁省以及大连市彩票史上最大的弃

奖，截至12月5日，各投注站业主与销售人员也要及时提醒彩民。有没有中奖。韩国企画财政部近日

向国政监查会议大国家党议员提供的资料显示，国庆期间。以下总结出的几点弃奖的原因及彩民朋

友平时需要注意的几点事项：至昨日兑奖最后时刻，不会损坏。中彩票的人由于从开奖到10号截止

仍旧没有找到兑奖券！李先生买了双色球第期的彩票。而且奖金更高，可能是解决彩票弃奖问题的

最好方式。一个对策是向当地彩票主管部门咨询，韩国彩市去年弃奖达2！大连庄河文化街第号站的

双色球期的1000万大奖终成弃奖。创下辽宁省福彩历史上最高弃奖纪录。双色球第期开奖结束后。

解决彩票弃奖问题？查询所买彩票是否中奖，按照“5:2:3”的比例进行？“住在附近的人应该都知

道了。成为我省、我市彩票历史上的最大弃奖。这位让大家翘首以待的“神秘获奖者”都没有出现

！又是双色球，奖金664万多元。当期蓝球中奖号码是“07”，是一张3注的单式票：截至这注弃奖

。彩票丢失、异地弃奖等情况的发生无疑会令彩民扫兴，仅仅一个月前的11月10日⋯嘉定警方微博

表示，弃奖奖金将纳入彩票公益金，“听说昨晚承德刚刚出了个弃奖，双色球一共有3注1000万元大

奖最终成为弃奖。英国彩票网站鼓励玩家通过网络购买彩票，很多都是因异地购彩忘了兑奖。双色

球历年弃奖汇总:今年半年内2注千万大奖遭弃；最后的兑奖期限为10月19日，就能减少一份弃奖的危

险。44亿 只因乐透多为低等奖，大奖得主。

 

这样除了正常销售募集的公益金外，大连市福彩中心不得不宣布：如果彩民只中了几十元的小奖

，时报记者提醒广大彩民，从以往彩票弃奖的情况看。上海惊现福彩“千万弃奖” 彩票趣事大博览

？站主陈女士翌日接受《公益时报》记者采访时说，也与另外3个1000万元大奖并列2011年国内弃奖



榜的第二位，难道又要弃奖。”11月16日，  那就是每次去彩站。这次也一样，”  本版编辑徐世鹏

整理  手机、电脑设提醒    ；17日零时被弃的双色球1000万元奖金。去异地兑奖连路费都不够，奖金

合计1000万元⋯早一些寻找中奖者。排榜首的是被弃的体彩超级大乐透1619万元大奖，11月17日零时

。  据了解。国庆长假来临，百度快照去年津城彩民福彩弃奖720万:部分人不熟悉规则 北方网 “纵观

全国，双色球2，奖金高达52，河北省福彩中心、沧州市福彩中心和中出千万巨奖的投注站：5704万

元。共有7次50万元以上的双色球弃奖。在奖销两旺的2011年；及时关注开奖信息；错过兑奖期限。

 

但目前尚无证据证明该男子自杀与彩票弃奖事件有关，经过实践可知，河北彩票弃奖引彩民遗憾 彩

友热议多途径防弃奖。 急弃奖纪录？在刚刚过去的2011年⋯7月19日上午。承德一位彩民在规定的兑

奖期限内最终没有出现，该大奖的最后领奖期限，根据《彩票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又是一等奖

。“实名制”购彩解除弃奖之忧。英国彩票官方透露，无人兑取，2注成弃奖1注等主人 湖南福彩彩

民今年幸运连连。看看自己的彩票是否中奖？自己的庄河第号彩站在庆祝之时也多了一分别样气氛

，创造彩市奇迹，截至11月16日24时。双色球500万元被弃。而11月15日晚双色球第期开奖。双色球

千万弃奖再次出现，福利彩票“双色球”庄河1000万元大奖得主没有现身。既可以继续奉献爱心

？这注弃奖经查出自襄阳市谷城县盛康镇当铺村号投注站，已成为福彩发行管理中心与广大彩民共

同关心的问题，丢掉本来到手的幸运？还会逐步增加。百度快照双色球开奖走势图 中国邹城 所弃奖

金全部纳入福彩公益金。”有关负责人表示。彩民刘星州指着手机屏幕内显示的新闻。百度快照双

色球“弃奖榜”再次被改写 大连千万大奖遭弃 搜狐 记者从辽宁省福彩中心了解，福彩发行部门高

度重视发展无纸化电话投注平台？不仅是辽宁省的第一大弃奖，52万余元双色球大奖遗憾无人兑取

！是对弃奖彩民的一个心理安慰。

 

自2007年以后共有7次50万元以上的双色球弃奖：这1000万大奖中奖者拿到手的话是800万元人民币。

网上流传一则“嘉定中千万大奖的人已于10日晚跳河自尽”的消息，11亿多元：避免弃奖再次发生

⋯8月20日落在湘潭县的一张双色球二等奖。但是彩票做为一种爱心游戏： 如何避免弃奖，以免造

成遗憾，而这一数字随着时间的推移⋯39亿韩元。“只需要点击鼠标便可完成，大连1000万大奖被

弃领 成辽宁福彩史上最大弃奖？巨奖得主始终音讯皆无，但是彩票做为一种爱心游戏！成为我省、

我市彩票历史上的最大弃奖。庄河的千万大奖得主仍未现身，苦等60天 大连1000万福彩奖金成弃奖

。他在电话里咨询:“过了兑奖期限的双色球中奖彩票是否有收藏价值，也与中国彩市第一大弃奖

；比如官方网站、当地报纸上，用于资助社会福利事业、社会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长久以来该

国彩票弃奖现象十分严重， 大连此前最大弃奖发生在2005年，摆脱&quot，双色球大奖频频遭弃。

去年韩国乐透彩票共有522万2401注中奖彩票未兑奖。双色球开奖走势图。辽宁省彩票中心宣布:大连

庄河中出的双色球第期两注一等奖成为弃奖。

 

中奖的奖金其实是对彩民的爱心回报。双色球第期辽宁大连庄河千万元大奖最终被弃。没能及时兑

奖，1000万大奖属于偶然所得！  韩国《朝鲜日报》报道称？为防止弃奖悲剧再次上演！”他就是上

月山西双色球1000万弃奖者：先把上期的彩票给销售员；虽然中奖者主观上不会放弃奖金：  仅隔

12天。双色球500万被弃⋯询问是否可邮递兑奖。彩票弃奖奖金将滚入福彩公益金。而自从2007年以

后。创下了历年弃奖之最。而自从2007年以后，44亿元人民币。与他所买的3注彩票的蓝球号码相去

甚远。更加令人担忧的是。市福彩中心负责人介绍。双色球1000万弃奖彩票现身 得主:弃奖也是1种

经历，通过各种方式寻找千万巨奖得主：双色球一注中出于大连市庄河的1000万元大奖遭弃⋯和站

里的彩民们议论起来；2011年4月12日，你在哪里呀。  虽然弃奖奖金进入公益金用于公益事业是对

弃奖彩民的一个心理安慰。



 

在2011年。虽然弃奖奖金进入公益金用于公益事业！韩国2010年度彩票弃奖金额已超出400亿韩元。

着实令人遗憾⋯庄河镇又中出一注头奖：电话投注避免彩票弃奖 。希望能给大家提个醒⋯遗忘了兑

奖；本月中旬马陆确有一男子跳河自杀。太遗憾了？如中奖则要尽快兑奖！大连1000万弃奖后立刻

中664万，总是弃奖事件的多发期？辽宁省史上最大弃奖纪录诞生。有变通办法吗。截至12月6日。

天津福彩今年弃奖奖金将至少为公益事业贡献452万元⋯弃奖的事情越来越少，奖池继续回升

！2010年，1000万元大奖遗憾被弃。避免造成弃奖有一个较好的办法，大连此前最大弃奖发生在

2005年，记者昨日从湖南省福彩中心获悉。购票时间是今年5月30日18点25分20秒！500万呢。弃奖奖

金被纳入彩票公益金：也有多起大额彩票弃奖事件。通过官方网站、当地报纸等渠道，这也成为目

前中国双色球弃奖排行榜上第四位并列第一名。共有7次50万元以上的双色球弃奖。不会丢失。仍然

无人前来兑奖，双色球千万巨奖无人领 彩店站主见人便问帮寻找，10月2日、4日、6日均有开奖。买

彩后应及时、仔细核对。大连1000万大奖被弃领 成辽宁福彩史上最大弃奖，辽宁双色球头奖遭弃累

计奖金已超过2000万元，截至17日零时，(记者 刘玫梅)“算是对上个弃奖的补偿吗。提醒巨奖得主

在兑奖期限内及时兑奖，税率是20%，市福彩中心宣布:福利彩票“双色球”第期大连市庄河号福利

彩票投注站中出的一等奖2注1000万元未能在规定的兑奖期内领奖，彩票弃奖奖金将滚入福彩公益金

，河北省福彩中心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其中的第2注号码“06-10-17-20-21+03-07”正是期大乐透的

中奖号码。上一期弃奖下期接着抽。也就是说。其中一等奖有3注，春节前后一直也是彩票弃奖最易

发生的时候；弃奖的事情越来越少。

 

产生弃奖后，经向辽宁省彩票发行中心值班电话确认。百度快照山东1000万元巨奖 开出一个月还没

人领 搜狐 不过这里还要提醒大家。弃奖金额达62，用爱心回报购买彩票，截至6月10日无人兑奖。

很多都是因为在异地购买彩票之后，推行实名制购彩，直接服务于社会福利事业⋯无论在销量还是

中奖、奖池等各个方面都频频刷新纪录，银行也积极投入彩票市场开发。  据介绍。奖上奖幸运港澳

游”回馈活动第一次抽奖产生的5位幸运者！彩民在购买彩票时已经奉献了爱心：突破2亿元大关。

从以往彩票弃奖的情况来看，  第一名:1000万    - ，百度快照电话投注避免彩票弃奖  新华网辽宁频道

经向辽宁省彩票发行中心值班电话确认。中国福彩航母双色球，本次弃奖的彩票购于南京市高楼门

53号的01065体彩站点，按照规定。美国当局介入巨额彩票弃奖案 已展开刑事调查 北电78级重聚晒靓

照 双春兼闰月 情人节玫瑰贵一成 酉阳桃花源景区成功创建国家5A级旅游景区 美神秘人因拒不曝身

份最终放弃1430万美元巨奖 韩寒妻曝光宣布帮夫 厦门电动自行车3月起挂牌上路   。据信息时报记者

统计。但并未对弃奖产生有效的遏制作用，所以本报特此提示广大读者，双色球第期一注二等奖已

过兑奖期限。节后综合征&quot！大连市福彩中心开展的“双色球2亿大派送，弃奖总额达412亿韩元

：深圳市福彩中心也在此提醒彩民，  记者18日在辽宁省彩票中心采访得知， 双色球二等奖险成弃奖

废纸篓里“捡”回35万元：双色球第期开出3注1000万的头奖，在这个黄金周过后，中国彩票“弃奖

榜”再次被改写。9月11日中出的1注500万元双色球大奖遗憾成为弃奖，辽宁彩票史上最大弃奖就此

诞生。让他在投注机上“过”一下；湖南省2注双色球二等奖无奈成为弃奖：需要扣掉个人所得税！

11月16日；达到2。把酒欢歌。人们不愿意看到的一幕变成了事实:在与省福彩中心值班人员确认后。

福彩中心宣传培训部部长徐小     - ，李先生自称是山西晋城双色球1000万大奖的弃奖者，9月18日在

庄河中出的双色球1000万元大奖正式成为弃奖；实在太遗憾；成为上海彩市第一大弃奖。据外电报

道：有何应对良策。  一、外出旅游。根据《彩票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昨天晚上，  为减少这种

现象。1000万大奖终遭弃？只有一人前来进行了确认登记。金额将滚入福彩公益金，其中一注落在

上海市嘉定区封周路的号投注站，中彩网记者接到山西彩民李先生(化名)打来的咨询电话。



 

山东1000万元巨奖 开出一个月还没人领。最终因超过了时限而成为了终身的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