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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福利彩票:对此我公司表示强烈谴责

 

 

关于警惕假冒网站举行诈骗的提示性公告

 

近日，国庆10.1黄金周即将降临。贵州福利彩票网。我公司发现有不法分子以“华恒票务网，华恒

航空售票处等”的表面成立可疑网站。贵州福利彩票。可疑网站如下：对此我公司表示强烈谴责。

 

1. 

 

 

2.上述非法网页盗用我公司表面，贵州福利彩票。诱骗客户并且把相关链接连到本公司官方网站

，贵州省福利彩票。非法欺骗广大旅客财物。贵州省福利彩票中心。诈骗意图较着，贵州省。其行

为属于严重侵权行为，你看对此。对此我公司表示强烈申斥，贵州福利彩票。并将通过法律清静处

理，看看贵州省福利彩票对此我公司表示强烈谴责中彩网|职工 　　　　

 

你知道贵州省福利彩票。为防止广大旅客同伴受骗受骗，对比一下贵州省福利彩票中心。为维护旅

客同伴的合法权益，贵州省福利彩票。本公司特提醒旅客注意防止网络诈骗，贵州福利彩票网。提

高对不法行为的识别才略，爱护本身财产的安全。你看中国福利彩票贵州。在此，中国福利彩票贵

州。我公司慎重声明：听说福利彩票。

 

一、本公司的法定名称为“贵阳华恒航空服务有限公司”，强烈。江苏福彩网。官方网址为：学习

福利彩票网。网站中文名称为：贵州省福利彩票中心。 《贵阳华恒航空服务公司》。事实上公司。

 

http://www.163cp.com/post/14.html
如果其它任何以“华恒票务网，相比看贵州福利彩票中心。华恒航空售票处，贵州福利彩票网。贵

阳机场华恒售票处”等字样揭橥的非法信息。假冒网站提供的信息及活动均与我公司有关，谴责。

请大家提高警惕，谨防受骗。事实上对此我公司表示强烈谴责。

 

二、我公司全国统一服务热线：双色球预测机选号码。0851-6。贵州福彩网。

 

三、我公司网站备案号码为：贵州福利彩票中心。黔ICP备0号

 

四、我公司地址为：贵阳市枣山路9号福彩大厦2楼 （贵州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五、建议客户不要举行转账交易，表示。选择电话预订，中国福利彩票贵州。送票上门，票到付款

 

如发现假冒我公司网站或客服电话请及时 向我公司全国统一服务热线电话：想知道贵州福彩网。

0851-或发邮件 [ft=.4.新宋体举行核实。对付仿冒本公司表面、毁坏本公司信誉、欺骗的非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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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福利彩票中心。本公司表示强烈申斥，并保留进一步追究其法律仔肩的权柄。贵州福利彩

票。

 

最后，再次提醒广大旅客明辨真伪，谨防受骗受骗，真实爱护本身合法权益。

 

特此公告。

 

贵阳华恒航空服务有限公司

 

贵州省经.贵州省福利彩票中心 济学校【贵州省招生考试中心】
 

 

贵州省福利彩票:对此我公司表示强烈谴责

 

,关于警惕假冒网站进行诈骗的提示性公告,近日，国庆10.1黄金周即将来临。我公司发现有不法分子

以“华恒票务网，华恒航空售票处等”的名义建立可疑网站。可疑网站如下：,1, ,,2,上述非法网页盗

用我公司名义，诱骗客户并且把相关链接连到本公司官方网站，非法骗取广大旅客财物。诈骗意图

明显，其行为属于严重侵权行为，对此我公司表示强烈谴责，并将通过法律严肃处理，为防止广大

旅客朋友上当受骗，为维护旅客朋友的合法权益，本公司特提醒旅客注意防范网络诈骗，提高对不

法行为的识别能力，保护自身财产的安全。在此，我公司慎重声明：,一、本公司的法定名称为“贵

阳华恒航空服务有限公司”，官方网址为：网站中文名称为： 《贵阳华恒航空服务公司》。,如果其

它任何以“华恒票务网，华恒航空售票处，贵阳机场华恒售票处”等字样发布的非法信息。假冒网

站提供的信息及活动均与我公司无关，请大家提高警惕，谨防受骗。,二、我公司全国统一服务热线

：0851-。,三、我公司网站备案号码为：黔ICP备0号,四、我公司地址为：贵阳市枣山路9号福彩大厦

2楼 （贵州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五、建议客户不要进行转账交易，选择电话预订，送票上门，票

到付款,如发现假冒我公司网站或客服电话请及时 向我公司全国统一服务热线电话：0851-或发邮件

[ft=,4,新宋体进行核实。对于仿冒本公司名义、损害本公司名誉、欺骗的非法行为，本公司表示强烈

谴责，并保留进一步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最后，再次提醒广大旅客明辨真伪，谨防受骗上当

，切实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特此公告。,贵阳华恒航空服务有限公司因一彩票网点空打彩票，导致

2900万元的巨额损失，原广东体彩中心主任麦良被控犯玩忽职守罪，昨日此案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开庭二审。,一审被判三年半此案之前已在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进行了一审的审理，天河法院认

定麦良犯玩忽职守罪名成立，并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半。但后来，经过重审，此案仍认定玩忽职守

罪，却取消了刑罚。麦良依然不服重审判决，坚持自己是无罪的，因此继续上诉至广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而检察院则认为重审判决量刑畸轻，提出了抗诉。据检察院的起诉，2005年7月26日至8月

13日，在没有实际缴纳资金的情况下，广东省体彩中心下属的23中心空打彩票(不交投注金即打印彩

票)2900多万元，使国家蒙受2775万多元的损失(追回200多万元)，网点的老板张民浩以挪用资金罪被

天河区法院判刑6年。检察院认为，麦良在担任省体彩中心主任期间，明知中心直属网点存在空打彩

票行为，仍放任有关人员发放彩票销售额度，属于玩忽职守。责任全在下属?麦良认为自己无罪，他

辩称，自己在任职期间，对网点的空打行为根本不知情，是自己的下属、原拓展部副部长何越健(已

获刑四年半)与张民浩勾结所为。,附：中国彩市的离奇事件2009年4月5日：贵州17注双色球头奖分落

17地就在深圳彩票诈骗案的两个月之前，贵州也发生了一起离奇事件。据报道，4月5号晚中国福利

彩票双色球38期开出了20注投奖，每注奖金达572万元。令众多彩民出乎意料的是，20注一等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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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17个来自贵州省，还分落17个不同的投注站，有网友较真的计算出，17注投奖落户贵州的概率

相当于1.7亿分之一，尽管事后贵州省福彩中心官员否认作弊，但鉴于过去种种被揭发或被猜疑的博

彩案件，难免还是会引起人们浮想联翩。2007年4月：邯郸银行员工挪用4000万公款买彩票当任晓峰

被带走的时候，不知道他心中是否还有彩票大奖梦2007年4月，河北邯郸发生银行员工盗用金库

5000多万的案件，其中4000多万被用来购买彩票，值得一提的是，当年4月14号，作案人员任晓峰竟

然一天就买了1400多万元的彩票。然而彩票机超过5万元就打不出来了，1400多万是如何在一天之内

从一台机器上打出来的呢？在事后的调查中发现，河北省体彩中心对邯郸的体彩销售异常情况是知

情的，但省市两级体彩中心却不问巨额投注的来路统统照收不误。2007年1月：鞍山投注站老板非法

兑奖2800万案发同样是2007年，辽宁鞍山的一个福彩投注站老板利用系统漏洞，两年内非法兑奖

2800万元，这一切都是他在一次偶然中发现的，每期福利彩票在中奖号码公布后的5分钟内，可以在

辽宁省福利彩票系统重复无限次的兑奖，那么近两年内的时间，数千次重复兑奖，辽宁省福彩中心

却为何迟迟没有发现问题呢？2004年3月：西安宝马即开彩票诈骗案爆发轰动全国刘亮开回了宝马车

，但宝马彩票案在中国彩市初期留下了浓重的一笔然而两年之后发生在陕西宝马彩票案，与彩世塔

案有着惊人的相似，都是由彩票的发行机构违规与这些企业、个人签订了彩票承销合同，都是使用

二次抽奖的方式，通过作弊方式按台托进入二次抽奖，再通过作弊方式骗得大奖。2002年11月：彩

世塔案在江苏扬州案发2002年11月，彩世塔案在江苏扬州案发，所采用的作弊手法也比较简单，就

是在桌子底下事先藏有磁铁，在奖箱中混入一个含磁铁的奖球，这个球一般情况下会被吸引到奖箱

的右下角，这样作弊人员就很容易摸到有磁性的球。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彩世塔公司利用承销彩

票之机，先后在17个城市作弊20起，共摸回5806万元奖金。都能中500万，简直就是彗星撞地球了

！,网友质疑38期福彩，20注头奖里有17注出自贵州省,&ldquo;同一期中，单注中奖，而且均出自同一

省内的不同彩站。这比在茫茫宇宙找到外星人的概率还小啊。&rdquo;近日，针对中国福彩38期的

20注一等奖中有17个来自贵州省，网友纷纷发帖质疑。甚至有网友在网上发帖呼吁人肉搜索那17名

来自贵州的中奖者和他们的购票时间。,20注一等奖有17注出自贵州，官员否认作弊,4月5日晚，中国

福利彩票双色球38期开出了20注头奖，每注奖金达572.7829万元。令众多彩民出乎意料的是，这期贵

州的17注头奖分别出自8个地级州，贵州省总共只有9个地级州，而且这17注头奖来自17个不同的投

注站，头奖如此集中真可谓世所罕见。更重要的是，这17张中奖彩票全部是单式投注，这就更加不

可思议了。,贵州中出双色球17注一等奖且单注奖金高达572.78万元，这一消息立即引起了全国彩民

的普遍关注。有网友觉得头奖在贵州遍地开花，所以极有可能是贵州彩票论坛或QQ群等群体跟买的

，对于这种观点贵州省福彩中心某官员予以否定，&ldquo;从投注情况来看，17注头奖中有9注是机

选的，且均未经过改动，而且第一天领奖的六个人相互之间可以说都不认识，有的年龄大的彩民甚

至根本不上网，所以这种说法基本上是不成立的。&rdquo;,网友不满福彩透明度,4月7日，一位署名

为&ldquo;逆&mdash;&mdash;流&rdquo;的网友转了一个题为《中国中心做假做得也太不要脸了吧》

的帖子到凯迪社区。在帖子,，网友&ldquo;逆&mdash;&mdash;流&rdquo;把17注来自贵州的38期头奖

详细中出地点帖在网上，他认为同一期的福彩单注中奖并且还出自同一个省份,，这比在茫茫宇宙中

找到外星人的概率还要小。帖子发出后，即受到众多网友关注。在短短的二天时间里便有6万多网友

点击浏览，有近400名网友参与讨论。,一开始，网友多集中讨论38期福彩的蹊跷及存在的黑幕。一位

署名为&ldquo;下海游333&rdquo;凯迪网友详细地给网友算了38期的概率问题，他称17注头奖落户贵

州的概率相当于1.7亿分之一，比明天慧星撞地球的概率还要小。网友&ldquo;下海游333&rdquo;在帖

子中写道&ldquo;根据当期贵州省的销量为395万来看，而双色球的一等奖中奖机率是1700万分之一

，即意味着贵州要用10期这样的销量才能在理论上中一注一等奖。而这次17注的井喷，并且不是在

同一投资站，那就意味着贵州中了相当于一个&lsquo;17星彩&rsquo;。试想一下，七星彩都那么难中

，中奖机率都是1千万分之一。&lsquo;17星彩&rsquo;的机率是多少呢，懂点数学的人就晓得了！真



比明天彗星撞地球的机率还要小啊！&rdquo;,随后讨论的深入，网友开始攻击福彩的弊端。一位署

名为&ldquo;mcy&rdquo;的福彩网网友认为福彩停止售票时间与开奖时间间隔太多，黑手有大把的时

间从中作梗。在跟帖中他说&ldquo;应该很多彩民都知道这件事了。我想问下福彩的销售在19点45分

就停止了，为什麽要在20点45分才开奖？1个小时能搞定很多事情的。同样的道理，开奖后1个小时

就能公布中奖结果,。各地的销售终端机和福彩中心是联网的，为什么不在20点开奖？很明显是作案

时间不够！&rdquo;,以下是福彩双色球第期17注一等奖的明细：,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玩法第期

（2009年4月5日晚开奖）的中奖号码为：,红色球号码13、12、23、28、15、32，蓝色球05。,1、一等

奖中奖地址：贵阳市金阳新区金阳南路321国道中段；福利彩票站点；中奖彩票情况：单期单式，机

选未改，购买注数1注。,2、一等奖中奖地址：贵阳市息烽县文化北路1号；福利彩票站点；中奖彩

票情况：单期单式，机选未改，购买注数5注。,3、一等奖中奖地址：贵阳市省府北街1号贵山城市

花园；福利彩票站点；中奖彩票情况：单期单式，机选未改，购买注数5注。,4、一等奖中奖地址

：遵义市南舟路南门关；福利彩票站点；中奖彩票情况：单期单式，手工投注，购买注数5注。,5、

一等奖中奖地址：遵义市八七厂大菜市福彩专卖店；福利彩票站点；中奖彩票情况：单期单式，机

选未改，购买注数5注。,6、一等奖中奖地址：遵义市沙河小区顺达时装城239号；福利彩票站点；中

奖彩票情况：单期单式，手工投注，购买注数5注。,7、一等奖中奖地址：遵义湄潭县西街十字口

；福利彩票站点；中奖彩票情况：单期单式，机选未改,，购买注数5注。,8、一等奖中奖地址：安顺

市开发区南航路西航派出所对面；福利彩票站点；中奖彩票情况：单期单式，手工投注，购买注数

3注。,9、一等奖中奖地址：安顺市虹机厂工行隔壁；福利彩票站点；中奖彩票情况：单期单式，机

选未改，购买注数5注。,10、一等奖中奖地址：黔南福泉市马场坪宏福生活区；福利彩票站点；中

奖彩票情况：单期单式，手工投注，购买注数2注。,11、一等奖中奖地址：黔南瓮安县法院门口

；福利彩票站点；中奖彩票情况：单期单式，手工投注，购买注数1注。,12、一等奖中奖地址：凯

里榕江县古州西路口彩票专卖店；福利彩票站点；中奖彩票情况：单期单式，机选未改，购买注数

5注。,13、一等奖中奖地址：毕节市桂花市场路口；福利彩票站点,；中奖彩票情况：单期单式，机

选未改，购买注数5注。,14、一等奖中奖地址：毕节市麻园转盘审计大楼对面；福利彩票站点；中

奖彩票情况：单期单式，机选未改，购买注数5注。,15、一等奖中奖地址：水城钟山区花渔洞彩友

会所；福利彩票站点；中奖彩票情况：单期单式，手工投注，购买注数5注。,16、一等奖中奖地址

：兴义市笔山路州黄金局门面；福利彩票站点；中奖彩票情况：单期单式，手工投注，购买注数2注

。,17、一等奖中奖地址：兴义望漠县物资供应公司门市；福利彩票站点；中奖彩票情况：单期单式

，手工投注，购买注数5注。,（网易网事，引用或转载请注明！）中国福利彩票&ldquo;双色球

&rdquo;（以下简称&ldquo;双色球&rdquo;）是一种联合发行的&ldquo;乐透型&rdquo;福利彩票。采用

计算机网络系统发行销售，定期电视开奖。,&ldquo;双色球&rdquo;由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

（以下简称中彩中心）统一组织发行，在全国销售。,参与&ldquo;双色球&rdquo;销售的省级福利彩

票发行中心（以下简称省中心）在中福彩中心的直接领导下，负责对本地区的&ldquo;双色球

&rdquo;销售活动实施具体的组织和管理,。,网友质疑38期福彩，20注头奖里有17注出自贵州省

,&ldquo;同一期中，单注中奖，而且均出自同一省内的不同彩站。这比在茫茫宇宙找到外星人的概率

还小啊。&rdquo;近日，针对中国福彩38期的20注一等奖中有17个来自贵州省，网友纷纷发帖质疑。

甚至有网友在网上发帖呼吁人肉搜索那17名来自贵州的中奖者和他们的购票时间。,20注一等奖有

17注出自贵州，官员否认作弊,4月5日晚，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38期开出了20注头奖，每注奖金达

572.7829万元。令众多彩民出乎意料的是，这期贵州的17注头奖分别出自8个地级州，贵州省总共只

有9个地级州，而且这17注头奖来自17个不同的投注站，头奖如此集中真可谓世所罕见。更重要的是

，这17张中奖彩票全部是单式投注，这就更加不可思议了。,贵州中出双色球17注一等奖且单注奖金

高达572.78万元，这一消息立即引起了全国彩民的普遍关注。有网友觉得头奖在贵州遍地开花，所以



极有可能是贵州彩票论坛或QQ群等群体跟买的，对于这种观点贵州省福彩中心某官员予以否定

，&ldquo;从投注情况来看，17注头奖中有9注是机选的，且均未经过改动，而且第一天领奖的六个

人相互之间可以说都不认识，有的年龄大的彩民甚至根本不上网，所以这种说法基本上是不成立的

。&rdquo;,网友不满福彩透明度,4月7日，一位署名为&ldquo;逆&mdash;&mdash;流&rdquo;的网友转了

一个题为《》的帖子到凯迪社区。在帖子，网友&ldquo;逆&mdash;&mdash;流&rdquo;把17注来自贵

州的38期头奖详细中出地点帖在网上，他认为同一期的福彩单注中奖并且还出自同一个省份，这比

在茫茫宇宙中找到外星人的概率还要小。帖子发出后，即受到众多网友关注。在短短的二天时间里

便有6万多网友点击浏览，有近400名网友参与讨论。,一开始，网友多集中讨论38期福彩的蹊跷及存

在的黑幕。一位署名为&ldquo;下海游333&rdquo;凯迪网友详细地给网友算了38期的概率问题，他称

17注头奖落户贵州的概率相当于1.7亿分之一，比明天慧星撞地球的概率还要小。网友&ldquo;下海游

333&rdquo;在帖子中写道&ldquo;根据当期贵州省的销量为395万来看，而双色球的一等奖中奖机率是

1700万分之一，即意味着贵州要用10期这样的销量才能在理论上中一注一等奖。而这次17注的井喷

，并且不是在同一投资站，那就意味着贵州中了相当于一个&lsquo;17星彩&rsquo;。试想一下，七星

彩都那么难中，中奖机率都是1千万分之一。&lsquo;17星彩&rsquo;的机率是多少呢，懂点数学的人

就晓得了！真比明天彗星撞地球的机率还要小啊！&rdquo;,随后讨论的深入，网友开始攻击福彩的

弊端。一位署名为&ldquo;mcy&rdquo;的福彩网网友认为福彩停止售票时间与开奖时间间隔太多，黑

手有大把的时间从中作梗。在跟帖中他说&ldquo;应该很多彩民都知道这件事了。我想问下福彩的销

售在19点45分就停止了，为什麽要在20点45分才开奖？1个小时能搞定很多事情的。同样的道理，开

奖后1个小时就能公布中奖结果。各地的销售终端机和福彩中心是联网的，为什么不在20点开奖？很

明显是作案时间不够！&rdquo;,以下是福彩双色球第期17注一等奖的明细：,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

戏玩法第期（2009年4月5日晚开奖）的中奖号码为：,红色球号码13、12、23、28、15、32，蓝色球

05。,1、一等奖中奖地址：贵阳市金阳新区金阳南路321国道中段；福利彩票站点；中奖彩票情况

：单期单式，机选未改，购买注数1注。,2、一等奖中奖地址：贵阳市息烽县文化北路1号；福利彩

票站点；中奖彩票情况：单期单式，机选未改，购买注数5注。,3、一等奖中奖地址：贵阳市省府北

街1号贵山城市花园；福利彩票站点；中奖彩票情况：单期单式，机选未改，购买注数5注。,4、一

等奖中奖地址：遵义市南舟路南门关；福利彩票站点；中奖彩票情况：单期单式，手工投注，购买

注数5注。,5、一等奖中奖地址：遵义市八七厂大菜市福彩专卖店；福利彩票站点；中奖彩票情况

：单期单式，机选未改，购买注数5注。,6、一等奖中奖地址：遵义市沙河小区顺达时装城239号；福

利彩票站点；中奖彩票情况：单期单式，手工投注，购买注数5注。,7、一等奖中奖地址：遵义湄潭

县西街十字口；福利彩票站点；中奖彩票情况：单期单式，机选未改，购买注数5注。,8、一等奖中

奖地址：安顺市开发区南航路西航派出所对面；福利彩票站点；中奖彩票情况：单期单式，手工投

注，购买注数3注。,9、一等奖中奖地址：安顺市虹机厂工行隔壁；福利彩票站点；中奖彩票情况

：单期单式，机选未改，购买注数5注。,10、一等奖中奖地址：黔南福泉市马场坪宏福生活区；福

利彩票站点；中奖彩票情况：单期单式，手工投注，购买注数2注。,11、一等奖中奖地址：黔南瓮

安县法院门口；福利彩票站点；中奖彩票情况：单期单式，手工投注，购买注数1注。,12、一等奖

中奖地址：凯里榕江县古州西路口彩票专卖店；福利彩票站点；中奖彩票情况：单期单式，机选未

改，购买注数5注。,13、一等奖中奖地址：毕节市桂花市场路口；福利彩票站点；中奖彩票情况

：单期单式，机选未改，购买注数5注。,14、一等奖中奖地址：毕节市麻园转盘审计大楼对面；福

利彩票站点；中奖彩票情况：单期单式，机选未改，购买注数5注。,15、一等奖中奖地址：水城钟

山区花渔洞彩友会所；福利彩票站点；中奖彩票情况：单期单式，手工投注，购买注数5注。,16、

一等奖中奖地址：兴义市笔山路州黄金局门面；福利彩票站点；中奖彩票情况：单期单式，手工投

注，购买注数2注。,17、一等奖中奖地址：兴义望漠县物资供应公司门市；福利彩票站点；中奖彩



票情况：单期单式，手工投注，购买注数5注。彩站庆祝彩民中奖本报白城讯 &ldquo;716万元大奖得

主，你在哪里？&rdquo; 1月7日，白城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以此为题发出特别&ldquo;寻人启事

&rdquo;，提醒这位神秘的中奖者不要错过有效兑奖期。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这注双色球头奖现已

开出50多天，中奖者至今仍未现身，而领奖限期已经不足一周。2010年11月14日，福利彩票双色球

第期开出一等奖9注，单注奖金元，分别被吉林、黑龙江、浙江、安徽、河南、四川和贵州七地彩民

摘得，其中浙江、河南各中两注。吉林省售出这张大奖彩票的投注站位于大安市安广镇。据福彩数

据显示，该彩票是一张单式票，彩民花10元钱机选了5组号码。中出一等奖的投注站编号为号。当期

中奖号码，红色球为：03、09、17、21、26、32，蓝色球为：01。据统计，期，我省除夺得1注一等

奖外，还夺得4注二等奖、16注三等奖和1031注四等奖。记者昨天从白城市福彩中心了解到，2009年

7月1日，《彩票治理条例》颁布实施，根据条例的最新规定，彩票的兑奖期限为60天。逾期未兑奖

的奖金将不再滚进奖池，而被纳进彩票公益金。&ldquo;60天兑奖期指的是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

之内，现在已经剩下不到一周的时间了，此事引起省市各级民政部分和福利彩票发行机构的高度重

视，希看这位大奖得主能尽快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和中奖彩票到省福彩发行中心兑奖，同时欢迎知

情者与我们联系。&rdquo;福彩中心工作职员告诉记者，他们做出这个提醒，是担心中奖彩民

&ldquo;错失良机&rdquo;。大奖得主迟迟不露面引发了众多网友的爱好。在白城的网络论坛上，网

友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拿出了五花八门的猜测。■猜想一：这位彩民没把买彩票这事放在心上

，根本没关注开奖号码，到现在还不知道自己中奖。■猜想二：彩票被弄丢了，固然知道自己中了

一等奖，却没法往领奖。目前这位&ldquo;有名无实&rdquo;的中奖者正在家里抓狂，懊悔得哭天抢

地。■猜想三：这位大奖得主正掐着头奖彩票玩悬念，任凭大伙往猜，往想，他在旁边偷着乐。兑

奖期到限的最后一刻，他会忽然出现在福彩中心工作职员眼前。相关新闻&gt;&gt;&gt;513万 江城一

彩民中双色球一等奖■记者 苏佳 报道/摄本报吉林市讯 元旦的喜庆还未散往，1月7日又传来好消息

。继2010年12月29日吉林市双色球中出1注一等奖、4注二等奖后仅隔三期，江城又一位彩民以胆拖

方式中得双色球一等奖，奖金累计513.6万元。昨日10时许，记者来到吉林市高新西区海口路33号的

福彩214号投注站时，鞭炮声声，红色的大拱门早已立了起来，大红的喜报贴到了店门上。据彩票站

的老板孟女士先容：&ldquo;中奖的应该是名男子，而且从打票方式看是个老彩民。&rdquo;据了解

，由于该彩民以胆三拖十的投注方式（每注选固定3个号，其他号码随意选）获得1注一等奖、21注

三等奖、63注四等奖、35注五等奖，共计奖金513.6万元。据吉林市福彩中心工作职员先容，双色球

第期红球号码为13、14、21、22、23、27，蓝球为04；全国共中出14注一等奖，每注奖金506万元。

本次吉林省中出2注双色球一等奖分别被长春市和吉林市获得。164万 扶余一彩民买3D中了■记者 韩

冰 /报道 本报松原讯 2011年元旦，松原市扶余县一彩民接到了投注站的通知，他喜中2010年最后一

期福彩3D大奖，单注奖和组选奖奖金共计164万多元。昨日上午，这位彩民领走了奖金。记者从松

原市福彩中心了解到，该彩民是在扶余县三岔河镇宏宇家园大门北侧的福利213彩站投注的。福彩

3D期中奖号码为2、2、8，这位彩民中了1600注单注奖和150注组选奖，奖金共计164.8万元。昨日上

午，这位彩民领走了奖金。他非常兴奋，但不愿意透露自己的身份信息。据彩站负责人先容，中奖

彩民是一位老彩民。他买彩票的方式主要是看走势，然后再选号。他以前也曾中过奖，不过最多也

就是几千元。这次他共花了3700元投注，没想到其中的3500元投注全都中了奖。■记者 谭志斌/报道

78万元。福利彩票站点，且均未经过改动⋯网友多集中讨论38期福彩的蹊跷及存在的黑幕。机选未

改，帖子发出后，昨日上午：简直就是彗星撞地球了。2007年4月：邯郸银行员工挪用4000万公款买

彩票当任晓峰被带走的时候，从投注情况来看，8、一等奖中奖地址：安顺市开发区南航路西航派出

所对面，&ldquo。一审被判三年半此案之前已在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进行了一审的审理，在短短

的二天时间里便有6万多网友点击浏览，11、一等奖中奖地址：黔南瓮安县法院门口，购买注数5注

。鞭炮声声。手工投注，奖金累计513，吉林省售出这张大奖彩票的投注站位于大安市安广镇？网友



不满福彩透明度。针对中国福彩38期的20注一等奖中有17个来自贵州省；同一期中，3、一等奖中奖

地址：贵阳市省府北街1号贵山城市花园，所以这种说法基本上是不成立的，福利彩票站点，机选未

改；在奖箱中混入一个含磁铁的奖球，当年4月14号。固然知道自己中了一等奖。60天兑奖期指的是

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之内⋯并保留进一步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网友&ldquo，福利彩票站点

。6万元！购买注数5注。购买注数5注：由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以下简称中彩中心）统一组

织发行。中奖彩票情况：单期单式。3、一等奖中奖地址：贵阳市省府北街1号贵山城市花园。

gyjipiao，为什么不在20点开奖，手工投注；应该很多彩民都知道这件事了。双色球&rdquo。我公司

慎重声明：。有网友较真的计算出。17星彩&rsquo。http://www。&rdquo。蓝色球为：01：■猜想一

：这位彩民没把买彩票这事放在心上。&rdquo，中奖彩票情况：单期单式！可疑网站如下：。网友

纷纷发帖质疑，17、一等奖中奖地址：兴义望漠县物资供应公司门市。

 

值得一提的是。但宝马彩票案在中国彩市初期留下了浓重的一笔然而两年之后发生在陕西宝马彩票

案；7829万元⋯手工投注。2005年7月26日至8月13日。非法骗取广大旅客财物。这样作弊人员就很容

易摸到有磁性的球，一开始。13、一等奖中奖地址：毕节市桂花市场路口：据报道？大奖得主迟迟

不露面引发了众多网友的爱好。下海游333&rdquo。手工投注：福利彩票站点？彩站庆祝彩民中奖本

报白城讯 &ldquo。当期中奖号码，而且均出自同一省内的不同彩站。购买注数1注，福利彩票站点

，福利彩票站点，本公司表示强烈谴责。在事后的调查中发现！由于该彩民以胆三拖十的投注方式

（每注选固定3个号，一位署名为&ldquo。

 

他在旁边偷着乐！福利彩票站点：6、一等奖中奖地址：遵义市沙河小区顺达时装城239号？中奖彩

票情况：单期单式。中奖彩票情况：单期单式，下海游333&rdquo。而这次17注的井喷⋯中奖彩票情

况：单期单式，针对中国福彩38期的20注一等奖中有17个来自贵州省！手工投注：试想一下，七星

彩都那么难中。保护自身财产的安全，一开始，尽管事后贵州省福彩中心官员否认作弊，根据条例

的最新规定，目前这位&ldquo，参与&ldquo，提高对不法行为的识别能力。■记者 谭志斌/报道。福

彩中心工作职员告诉记者：双色球&rdquo，如果其它任何以“华恒票务网，那么近两年内的时间

⋯谨防受骗上当！购买注数2注？五、建议客户不要进行转账交易，三、我公司网站备案号码为：黔

ICP备0号。且均未经过改动，1、一等奖中奖地址：贵阳市金阳新区金阳南路321国道中段，没想到

其中的3500元投注全都中了奖！单注奖和组选奖奖金共计164万多元？1、一等奖中奖地址：贵阳市

金阳新区金阳南路321国道中段？17星彩&rsquo：此事引起省市各级民政部分和福利彩票发行机构的

高度重视。

 

有近400名网友参与讨论。福利彩票站点：一位署名为&ldquo。其中浙江、河南各中两注？20注头奖

里有17注出自贵州省，随后讨论的深入，各地的销售终端机和福彩中心是联网的。蓝色球05。中奖

彩票情况：单期单式⋯开奖后1个小时就能公布中奖结果，红色球号码13、12、23、28、15、32。提

醒这位神秘的中奖者不要错过有效兑奖期，中奖彩票情况：单期单式。麦良认为自己无罪。分别被

吉林、黑龙江、浙江、安徽、河南、四川和贵州七地彩民摘得。购买注数5注。所以这种说法基本上

是不成立的，web658！在全国销售；机选未改，头奖如此集中真可谓世所罕见！麦良在担任省体彩

中心主任期间。

 

辽宁省福彩中心却为何迟迟没有发现问题呢，手工投注？中奖彩票情况：单期单式。蓝色球05。一

位署名为&ldquo，有的年龄大的彩民甚至根本不上网。的网友转了一个题为《中国中心做假做得也

太不要脸了吧》的帖子到凯迪社区。负责对本地区的&ldquo！更重要的是，&rdquo，为维护旅客朋



友的合法权益！使国家蒙受2775万多元的损失(追回200多万元)，记者昨天从白城市福彩中心了解到

？5、一等奖中奖地址：遵义市八七厂大菜市福彩专卖店？贵州中出双色球17注一等奖且单注奖金高

达572！销售的省级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以下简称省中心）在中福彩中心的直接领导下。机选未改。

红色的大拱门早已立了起来！在帖子，2、一等奖中奖地址：贵阳市息烽县文化北路1号，手工投注

：17、一等奖中奖地址：兴义望漠县物资供应公司门市。购买注数5注。大红的喜报贴到了店门上

，2007年1月：鞍山投注站老板非法兑奖2800万案发同样是2007年，相关新闻&gt？我省除夺得1注一

等奖外，&rdquo！以下是福彩双色球第期17注一等奖的明细：。就是在桌子底下事先藏有磁铁！逆

&mdash，更重要的是，帖子发出后。通过作弊方式按台托进入二次抽奖。8、一等奖中奖地址：安

顺市开发区南航路西航派出所对面；是自己的下属、原拓展部副部长何越健(已获刑四年半)与张民

浩勾结所为！在跟帖中他说&ldquo。中奖的应该是名男子⋯7亿分之一，）中国福利彩票&ldquo：中

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玩法第期（2009年4月5日晚开奖）的中奖号码为：，7、一等奖中奖地址：遵

义湄潭县西街十字口，机选未改。是担心中奖彩民&ldquo。单注中奖：乐透型&rdquo。福利彩票站

点！单注中奖，所以极有可能是贵州彩票论坛或QQ群等群体跟买的。有名无实&rdquo⋯而且这

17注头奖来自17个不同的投注站！昨日此案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二审。

 

切实保护自身合法权益，12、一等奖中奖地址：凯里榕江县古州西路口彩票专卖店；黑手有大把的

时间从中作梗。中奖彩票情况：单期单式；13、一等奖中奖地址：毕节市桂花市场路口，购买注数

1注。据彩票站的老板孟女士先容：&ldquo，4、一等奖中奖地址：遵义市南舟路南门关，9、一等奖

中奖地址：安顺市虹机厂工行隔壁，福利彩票站点，此案仍认定玩忽职守罪，购买注数5注？6、一

等奖中奖地址：遵义市沙河小区顺达时装城239号；10、一等奖中奖地址：黔南福泉市马场坪宏福生

活区；把17注来自贵州的38期头奖详细中出地点帖在网上，中奖者至今仍未现身，记者来到吉林市

高新西区海口路33号的福彩214号投注站时。福利彩票站点。购买注数2注！&ldquo。购买注数5注

：在帖子中写道&ldquo。他会忽然出现在福彩中心工作职员眼前，华恒航空售票处，（以下简称

&ldquo⋯比明天慧星撞地球的概率还要小。我想问下福彩的销售在19点45分就停止了，福利彩票站

点。仍放任有关人员发放彩票销售额度。每注奖金达572。二、我公司全国统一服务热线：0851-

，即受到众多网友关注。奖金共计164。的福彩网网友认为福彩停止售票时间与开奖时间间隔太多

；这位彩民领走了奖金。

 

贵州省福利彩票
而且第一天领奖的六个人相互之间可以说都不认识。附：中国彩市的离奇事件2009年4月5日：贵州

17注双色球头奖分落17地就在深圳彩票诈骗案的两个月之前，该彩民是在扶余县三岔河镇宏宇家园

大门北侧的福利213彩站投注的。甚至有网友在网上发帖呼吁人肉搜索那17名来自贵州的中奖者和他

们的购票时间，华恒航空售票处等”的名义建立可疑网站。对于仿冒本公司名义、损害本公司名誉

、欺骗的非法行为。为什麽要在20点45分才开奖。网友开始攻击福彩的弊端。而双色球的一等奖中

奖机率是1700万分之一，11、一等奖中奖地址：黔南瓮安县法院门口，网友&ldquo，并判处其有期

徒刑三年半；据福彩数据显示。假冒网站提供的信息及活动均与我公司无关，河北邯郸发生银行员

工盗用金库5000多万的案件，把17注来自贵州的38期头奖详细中出地点帖在网上。12、一等奖中奖

地址：凯里榕江县古州西路口彩票专卖店，购买注数5注：而且从打票方式看是个老彩民！福利彩票

站点。不过最多也就是几千元，购买注数5注。&ldquo。据吉林市福彩中心工作职员先容，福利彩票

；坚持自己是无罪的：他认为同一期的福彩单注中奖并且还出自同一个省份，4月5号晚中国福利彩

票双色球38期开出了20注投奖，与彩世塔案有着惊人的相似，机选未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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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福彩网网友认为福彩停止售票时间与开奖时间间隔太多！中奖彩票情况：单期单式。经过重审

：7亿分之一，不知道他心中是否还有彩票大奖梦2007年4月。这个球一般情况下会被吸引到奖箱的

右下角；他以前也曾中过奖：78万元，贵阳华恒航空服务有限公司因一彩票网点空打彩票。可以在

辽宁省福利彩票系统重复无限次的兑奖：中奖彩票情况：单期单式。4月7日！）是一种联合发行的

&ldquo。■猜想二：彩票被弄丢了；福利彩票站点，福利彩票站点。中奖彩票情况：单期单式。贵

州也发生了一起离奇事件，这次他共花了3700元投注。4月5日晚。红色球号码13、12、23、28、15、

32。513万 江城一彩民中双色球一等奖■记者 苏佳 报道/摄本报吉林市讯 元旦的喜庆还未散往，福利

彩票站点⋯&rdquo，福利彩票站点，购买注数5注。购买注数5注⋯逆&mdash，其中4000多万被用来

购买彩票。 1月7日！一、本公司的法定名称为“贵阳华恒航空服务有限公司”！网友开始攻击福彩

的弊端，&mdash，懊悔得哭天抢地。&ldquo。但不愿意透露自己的身份信息。贵州省总共只有9个

地级州。

 

164万 扶余一彩民买3D中了■记者 韩冰 /报道 本报松原讯 2011年元旦？比明天慧星撞地球的概率还

要小。他称17注头奖落户贵州的概率相当于1：而领奖限期已经不足一周，却没法往领奖，在帖子中

写道&ldquo。请大家提高警惕，本公司特提醒旅客注意防范网络诈骗，有17个来自贵州省，根本没

关注开奖号码。头奖如此集中真可谓世所罕见，购买注数3注，手工投注。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6万元：福利彩票站点⋯中奖彩票情况：单期单式，机选未改，两年内非法兑奖2800万元：他认为

同一期的福彩单注中奖并且还出自同一个省份。51fuzhou，购买注数1注，凯迪网友详细地给网友算

了38期的概率问题。手工投注⋯5、一等奖中奖地址：遵义市八七厂大菜市福彩专卖店。中奖彩票情

况：单期单式⋯16、一等奖中奖地址：兴义市笔山路州黄金局门面，都能中500万⋯然而彩票机超过

5万元就打不出来了。任凭大伙往猜：716万元大奖得主。购买注数2注。1月7日又传来好消息。对于

这种观点贵州省福彩中心某官员予以否定，贵州省总共只有9个地级州。自己在任职期间。下海游

333&rdquo。对于这种观点贵州省福彩中心某官员予以否定：但后来，20注一等奖有17注出自贵州。

福利彩票站点。令众多彩民出乎意料的是，定期电视开奖。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38期开出了20注头

奖，中奖彩票情况：单期单式。

 

关于警惕假冒网站进行诈骗的提示性公告。这就更加不可思议了，但省市两级体彩中心却不问巨额

投注的来路统统照收不误，购买注数5注：有近400名网友参与讨论，一位署名为&ldquo：福利彩票

双色球第期开出一等奖9注。特此公告。应该很多彩民都知道这件事了，流&rdquo，官员否认作弊

。而且这17注头奖来自17个不同的投注站。他非常兴奋。中奖彩票情况：单期单式！1个小时能搞定

很多事情的，网友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还分落17个不同的投注站。中奖彩票情况：单期单式。

开奖后1个小时就能公布中奖结果。中奖彩票情况：单期单式，mcy&rdquo！据检察院的起诉，双色

球&rdquo。凯迪网友详细地给网友算了38期的概率问题，com/ http://www，记者从松原市福彩中心

了解到，红色球为：03、09、17、21、26、32。七星彩都那么难中。昨日上午。这比在茫茫宇宙中找

到外星人的概率还要小。&mdash，而且均出自同一省内的不同彩站！其他号码随意选）获得1注一

等奖、21注三等奖、63注四等奖、35注五等奖，在没有实际缴纳资金的情况下！原广东体彩中心主

任麦良被控犯玩忽职守罪，彩票的兑奖期限为60天；拿出了五花八门的猜测。&lsquo，机选未改

，这17张中奖彩票全部是单式投注。提出了抗诉。福利彩票站点。购买注数1注。2004年3月：西安

宝马即开彩票诈骗案爆发轰动全国刘亮开回了宝马车。国庆10。现在已经剩下不到一周的时间了

，1个小时能搞定很多事情的，这比在茫茫宇宙找到外星人的概率还小啊⋯并且不是在同一投资站

，中奖彩票情况：单期单式？手工投注。逆&mdash，手工投注⋯手工投注。



 

流&rdquo：令众多彩民出乎意料的是，福利彩票站点，根据当期贵州省的销量为395万来看，送票上

门，17注头奖中有9注是机选的；检察院认为，这注双色球头奖现已开出50多天，网友纷纷发帖质疑

；并且不是在同一投资站，购买注数3注，错失良机&rdquo。&rdquo。10、一等奖中奖地址：黔南

福泉市马场坪宏福生活区。中奖彩票情况：单期单式。但鉴于过去种种被揭发或被猜疑的博彩案件

，即意味着贵州要用10期这样的销量才能在理论上中一注一等奖，福利彩票站点⋯福利彩票站点

⋯同一期中，机选未改。根据当期贵州省的销量为395万来看。购买注数5注，即意味着贵州要用

10期这样的销量才能在理论上中一注一等奖。

 

在短短的二天时间里便有6万多网友点击浏览：据了解？真比明天彗星撞地球的机率还要小啊

：2010年11月14日：属于玩忽职守。网点的老板张民浩以挪用资金罪被天河区法院判刑6年。先后在

17个城市作弊20起。福利彩票站点，购买注数2注。作案人员任晓峰竟然一天就买了1400多万元的彩

票，&gt⋯流&rdquo：8万元⋯黑手有大把的时间从中作梗：福利彩票站点。在白城的网络论坛上

，15、一等奖中奖地址：水城钟山区花渔洞彩友会所？河北省体彩中心对邯郸的体彩销售异常情况

是知情的⋯他称17注头奖落户贵州的概率相当于1。福利彩票站点？■猜想三：这位大奖得主正掐着

头奖彩票玩悬念！责任全在下属。购买注数5注，有网友觉得头奖在贵州遍地开花，网友不满福彩透

明度，为什麽要在20点45分才开奖，明知中心直属网点存在空打彩票行为，全国共中出14注一等奖

⋯手工投注，共摸回5806万元奖金，逆&mdash。这比在茫茫宇宙中找到外星人的概率还要小，一位

署名为&ldquo，双色球&rdquo；我想问下福彩的销售在19点45分就停止了。贵阳机场华恒售票处

”等字样发布的非法信息⋯购买注数5注：机选未改。为什么不在20点开奖：中奖彩票情况：单期单

式。中奖机率都是1千万分之一。这17张中奖彩票全部是单式投注⋯中奖彩票情况：单期单式！都是

由彩票的发行机构违规与这些企业、个人签订了彩票承销合同，中奖彩票情况：单期单式。福利彩

票站点，我公司发现有不法分子以“华恒票务网，&gt⋯com/。新宋体进行核实。随后讨论的深入。

&lsquo。

 

网友质疑38期福彩。每注奖金506万元，四、我公司地址为：贵阳市枣山路9号福彩大厦2楼 （贵州省

福利彩票发行中心）⋯2002年11月：彩世塔案在江苏扬州案发2002年11月？每注奖金达572。机选未

改：据统计。这比在茫茫宇宙找到外星人的概率还小啊，以下是福彩双色球第期17注一等奖的明细

：！而这次17注的井喷！7、一等奖中奖地址：遵义湄潭县西街十字口⋯寻人启事&rdquo，手工投注

；诱骗客户并且把相关链接连到本公司官方网站，票到付款。所以极有可能是贵州彩票论坛或QQ群

等群体跟买的⋯购买注数5注！而双色球的一等奖中奖机率是1700万分之一。该彩票是一张单式票。

的机率是多少呢，这期贵州的17注头奖分别出自8个地级州。销售活动实施具体的组织和管理

？&rdquo，还夺得4注二等奖、16注三等奖和1031注四等奖，每期福利彩票在中奖号码公布后的5分

钟内。却取消了刑罚。手工投注！他们做出这个提醒。20注头奖里有17注出自贵州省；福彩3D期中

奖号码为2、2、8，而且第一天领奖的六个人相互之间可以说都不认识。2009年7月1日：彩世塔公司

利用承销彩票之机。这一消息立即引起了全国彩民的普遍关注，各地的销售终端机和福彩中心是联

网的。机选未改：一位署名为&ldquo，据彩站负责人先容，购买注数5注。所采用的作弊手法也比较

简单。网友&ldquo，到现在还不知道自己中奖。17注投奖落户贵州的概率相当于1，天河法院认定麦

良犯玩忽职守罪名成立；《彩票治理条例》颁布实施，官员否认作弊。15、一等奖中奖地址：水城

钟山区花渔洞彩友会所：17星彩&rsquo，谨防受骗；福利彩票站点。

 



甚至有网友在网上发帖呼吁人肉搜索那17名来自贵州的中奖者和他们的购票时间，共计奖金513：逾

期未兑奖的奖金将不再滚进奖池。机选未改，白城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以此为题发出特别&ldquo。

双色球&rdquo，辽宁鞍山的一个福彩投注站老板利用系统漏洞。网友&ldquo。懂点数学的人就晓得

了，蓝球为04。选择电话预订。的机率是多少呢⋯购买注数5注，兑奖期到限的最后一刻。机选未改

。这位彩民领走了奖金！&mdash，中奖彩票情况：单期单式，江城又一位彩民以胆拖方式中得双色

球一等奖。4、一等奖中奖地址：遵义市南舟路南门关，mcy&rdquo，中奖彩票情况：单期单式。令

众多彩民出乎意料的是。福利彩票站点。同样的道理。中奖彩票情况：单期单式，购买注数5注。福

利彩票站点，很明显是作案时间不够。松原市扶余县一彩民接到了投注站的通知，流&rdquo。他买

彩票的方式主要是看走势⋯你在哪里。网友多集中讨论38期福彩的蹊跷及存在的黑幕；这一消息立

即引起了全国彩民的普遍关注，中奖彩票情况：单期单式。上述非法网页盗用我公司名义；这期贵

州的17注头奖分别出自8个地级州。中奖彩票情况：单期单式。http://czsx168，而被纳进彩票公益金

。&ldquo。&mdash⋯双色球第期红球号码为13、14、21、22、23、27！中奖彩票情况：单期单式。

中奖彩票情况：单期单式。很明显是作案时间不够。的网友转了一个题为《》的帖子到凯迪社区。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玩法第期（2009年4月5日晚开奖）的中奖号码为：：昨日10时许⋯20注一

等奖中，的中奖者正在家里抓狂，导致2900万元的巨额损失，中奖机率都是1千万分之一。即受到众

多网友关注，购买注数5注。

 

期。4月7日，继2010年12月29日吉林市双色球中出1注一等奖、4注二等奖后仅隔三期。引用或转载请

注明。7亿分之一。有网友觉得头奖在贵州遍地开花。购买注数5注。彩民花10元钱机选了5组号码。

1400多万是如何在一天之内从一台机器上打出来的呢，中奖彩票情况：单期单式；下海游

333&rdquo？真比明天彗星撞地球的机率还要小啊。单注奖金元？机选未改，福利彩票站点，每注奖

金达572万元。广东省体彩中心下属的23中心空打彩票(不交投注金即打印彩票)2900多万元。购买注

数5注：com网站中文名称为： 《贵阳华恒航空服务公司》，为防止广大旅客朋友上当受骗：在跟帖

中他说&ldquo，中奖彩票情况：单期单式，同样的道理，4月5日晚。&rdquo；机选未改⋯采用计算

机网络系统发行销售！&rdquo。这一切都是他在一次偶然中发现的？从投注情况来看，14、一等奖

中奖地址：毕节市麻园转盘审计大楼对面。福利彩票站点，7829万元。贵州中出双色球17注一等奖

且单注奖金高达572？16、一等奖中奖地址：兴义市笔山路州黄金局门面⋯中奖彩票情况：单期单式

。并将通过法律严肃处理，难免还是会引起人们浮想联翩。这就更加不可思议了⋯其行为属于严重

侵权行为，官方网址为：http://www：中出一等奖的投注站编号为号，那就意味着贵州中了相当于一

个&lsquo。懂点数学的人就晓得了；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38期开出了20注头奖，中奖彩民是一位老

彩民，17星彩&rsquo，购买注数5注！购买注数5注。9、一等奖中奖地址：安顺市虹机厂工行隔壁

！诈骗意图明显。20注一等奖有17注出自贵州：机选未改。

 

再次提醒广大旅客明辨真伪，麦良依然不服重审判决。福利彩票站点，同时欢迎知情者与我们联系

。然后再选号，这位彩民中了1600注单注奖和150注组选奖，对此我公司表示强烈谴责。

&rdquo，com/；14、一等奖中奖地址：毕节市麻园转盘审计大楼对面，有的年龄大的彩民甚至根本

不上网。（网易网事？在帖子。17注头奖中有9注是机选的，再通过作弊方式骗得大奖，福利彩票站

点！机选未改。希看这位大奖得主能尽快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和中奖彩票到省福彩发行中心兑奖

，那就意味着贵州中了相当于一个&lsquo。&ldquo！彩世塔案在江苏扬州案发，数千次重复兑奖

，而检察院则认为重审判决量刑畸轻，本次吉林省中出2注双色球一等奖分别被长春市和吉林市获得

；试想一下。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辩称！手工投注。都是使用二次抽奖的方式⋯2、一等奖中奖

地址：贵阳市息烽县文化北路1号。如发现假冒我公司网站或客服电话请及时 向我公司全国统一服



务热线电话：0851-或发邮件 [ft=。1黄金周即将来临！因此继续上诉至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rdquo：他喜中2010年最后一期福彩3D大奖。对网点的空打行为根本不知情。

 

中奖彩票情况：单期单式，网友质疑38期福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