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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站致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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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都邑福利彩

票发行重心以此为题收回特别&ldquo;寻人启事&rdquo;，指导这位秘密的中奖者不要错过有用兑奖

期。记者在采访中知道到，这注双色球头奖现已开出50多天，中奖者至今仍未现身，听听彩民。而

领奖限期依然不敷一周。中国福利彩票贵州。2010年11月14日，你知道贵州省福利彩票。福利彩票

双色球第期开出一等奖9注，贵州省。单注奖金元，不同被吉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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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福利彩票中心

。中出一等奖的投注站编号为号。当期中奖号码，赤色球为：03、09、17、21、26、32，担心。蓝色

球为：01。事实上贵州福利彩票中心。据统计，期，我省除夺得1注一等奖外，你看福利彩票。还夺

得4注二等奖、16注三等奖和1031注四等奖。记者前一天从白都邑福彩重心知道到，2009年7月1日

，《彩票管制条例》宣布履行，依据条例的最新端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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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贵州省福利彩票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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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天然日之内，今朝依然剩下不到一周的时光了，此事惹起省市各级民政局限和福利彩

票发行机构的高度着重，希看这位大奖得主能尽快持自己有用身份证件和中奖彩票到省福彩发行重

心兑奖，同时接待知情者与我们关联。&rdquo;福彩重心做事职员报告记者，想知道

 

贵州省福利彩票对此我公司表示强烈谴责

 

心中。他们做出这个指导，是顾虑中奖彩民&ldquo;错失良机&rdquo;。大奖得主迟迟不出面引发了

众多网友的喜好。在白城的网络论坛上，网友充塞施展阐发自己的联想力，拿出了八门五花的料到

。相比看是担心中奖彩民&ldquo。■猜想一：这位彩民没把买彩票这事放在心上，想知道贵州福彩

网。根基没眷注开奖号码，到今朝还不知道自己中奖。■猜想二：彩票被弄丢了，双色球统计分析

。中奖。虽然知道自己中了一等奖，却没法往领奖。目前这位&ldquo;虚有其表&rdquo;的中奖者正

在家里抓狂，贵州省福利彩票中心。懊丧得哭天抢地。贵州福利彩票。■猜想三：这位大奖得主正

掐着头奖彩票玩悬念，听任不论大伙往猜，往想，他在当中偷着乐。兑奖期到限的末了一刻，学习

ldquo。他会蓦然发觉在福彩重心做事职员现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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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夕的喜庆还未散往，1月7日又传来好讯息。听说贵州福彩

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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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昨日10时许，记者离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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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色的大拱门早已立了起来，大红的捷报贴到了店门上。

据彩票站的老板孟女士先容：&ldquo;中奖的该当是名汉子，而且从打票方式看是个老彩民。贵州省

福利彩票中心。&rdquo;据知道，由于该彩民以胆三拖十的投注方式（每注选稳固3个号，其他号码

肆意选）得到1注一等奖、21注三等奖、63注四等奖、35注五等奖，合计奖金513.6万元。据吉林市福

彩重心做事职员先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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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票走势网首也。是担心中奖彩民&ldquo。本次吉林省中出2注双色球

一等奖不同被长春市和吉林市得到。164万 扶余一彩民买3D中了■记者 韩冰 /报道 本报松原讯

2011年除夕，贵州福彩网。松原市扶余县一彩民接到了投注站的通知，他喜中2010年末了一期福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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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大奖，单注奖和组选奖奖金合计164万多元。昨日上午，贵州省福利彩票中心。这位彩民领走了

奖金。记者从松原市福彩重心知道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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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金合计

164.8万元。昨日上午，贵州福利彩票。这位彩民领走了奖金。他万分兴盛，但不愿意泄漏自己的身

份信息。据彩站潜心当真人先容，中奖彩民是一位老彩民。他买彩票的方式重要是看走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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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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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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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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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8日晚，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第期开奖，河南安阳一彩民

一举获得88注一等奖，累计获奖奖金3.5998亿元。,当一夜暴富的神话被媒体吹捧轰炸，人们的赌徒

心理就会瞬间膨胀，不过福彩3.59亿的中奖消息，却有些牛皮吹破了的感觉。随着3.59亿史上最大奖

金一起涌现的，是福彩有史以来最大的信任危机，除很多论坛对这一结果进行强烈质疑外，仅本网

昨日进行的在线调查中，就有60%网友表示并不相信这一结果质疑一：视频疑似&ldquo;露马脚

&rdquo;这是对福彩最广为人知的质疑，这一段视频至今仍在网上流传。2004年，&ldquo;双色球

&rdquo;第期开奖直播时，左下角摇奖机特写镜头与大的画面不同步。在视频广为传播之后，福彩中

心解释称，开奖当时拍摄小画面的机器出了问题，于是进行了事后补拍。,质疑二：贵州十七人中奖

09年4月，福彩第09038期，双色球销量最低的省份之一贵州省中了当期20注中的17注500万，中奖彩

票来自17个不同站点，中奖彩票全部是单式票。据《信息时报》报道，贵州省福彩中心官员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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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quo; 通过计算可知

，双色球中奖机率，也就是两个人意外选择同一组号码的几率约为一千七百万分之一，只要投注人

数众多，多人一起中奖并不奇怪，但一期彩票20个中奖者17个是在贵州投注的单式票，实在是一个

奇迹。（）,质疑三：让人看不懂的&ldquo;深圳黑客案&rdquo;2009年6月9日，福彩期开出九注头奖

，每注奖金661万，然而深圳3305万的五注头奖却一直无人认领。随后，深圳警方宣布深圳中奖系黑

客舞弊所为。警方称，犯罪嫌疑人程某先是编写了一个可以自动运行的木马软件，然后利用与福彩

中心合作的机会，进入福彩中心机房，植入自动运行的木马程序。一旦摇奖结果出来，这个程序会

自动将程某所购买的彩票修改成一等奖的号码。然而，程某如何伪造中奖彩票和自己的投注记录

？福彩中心曾解释为何不能在投注结束之后立即开奖，称投注截止到开奖之间必须有时间对投注结

果进行刻盘处理，那么，程某在开奖瞬间利用木马程序得到的中奖纪录如何进入先期刻录的光盘

？有彩民认为，程某的彩票其实是在投注期直接购买的，他只是进入计算机系统定制了摇奖结果

，福彩中心不敢透露程某的作弊手法，是为了掩盖摇奖结果被操控的事实。（）,质疑四：让人不敢

相信的&ldquo;中奖者&rdquo;彩票开奖数年以来，从来没有一个中奖者公开自己的身份，而在国外

，不仅中奖公开者不在少数，一般中奖者虽然在生活中并不公开，而对媒体或者调研机构一般不会

隐瞒，但国内一直没有任何一家公共媒体采访过中奖者。就在&ldquo;深圳黑客案&rdquo;当期彩票

，却有一位四川彩民高调宣布中奖，并接受了同属成都报业集团旗下的成都商报和成都晚报的采访

。他被化名&ldquo;王博&rdquo;，媒体描述其为一个大大咧咧的、24岁的挖掘机驾驶员，两家媒体采

访报道了他补领奖金的经过，都突出其长期坚持买彩票，投注和领奖过程以及中奖后扬言买个宝马

开的豪言壮语，采访和描写颇为生动细致。然而，在成都商报署名为记者肖刚的报道中写道



：&ldquo;王博表示准备先拿50万元给自己的父母，然后找个女朋友，把终身大事了了。&lsquo;原来

都是别人挑我，现在是我挑别人了。&rsquo;王博说得很直接。（）而成都晚报署名为记者钟茜的报

道则写道，&ldquo;回到邛崃泉水镇，王博回家换了身衣服，拉上怀孕五个月的老婆出门散步。

&rdquo;（）这不禁让人怀疑，这一中奖真的存在吗？是&ldquo;王博&rdquo;伪装中奖，对记者信口

开河以致前后失据，还是&ldquo;王博&rdquo;根本子虚乌有，两位记者拿到同一份&ldquo;故事底稿

&rdquo;进行随意发挥最后导致无法对接？更重要的是，抛出&ldquo;王博&rdquo;这个人物是否与深

圳黑客案有可能带来的信任危机有关？有趣的，深圳彩票案告破后，记者再次报道了这位&ldquo;王

博&rdquo;补领200余万奖金的新闻。,质疑五：河南88注中奖刚刚结束的3.59亿元大奖在一天之内也已

经引来无数质疑，据称，这位彩民只花了176元，倍投88倍清空了彩池。很多彩民质疑，如果投注者

对自己的投注如此有信心，那么清空彩池只需要至多7注，为何多买15注彩票？如果他对

&ldquo;8&rdquo;这个数字如此迷信，又为何中奖号码没有选择与8有关的数字。其后有更详细报道提

到，&ldquo;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安阳市发行管理站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该中奖彩民为男性

，三四十岁的样子，不是该投注站的长期彩民，详细的身份不详。&rdquo;而&ldquo;不是该投注站

的长期彩民，详细的身份不详&rdquo;在每一次的大奖报道中，这种描述似乎都似曾相识。,伪装中

奖。而在国外。有的年龄大的彩民甚至根本不上网⋯把终身大事了了！&rdqu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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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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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万元。手工投注。中奖彩票情况：单期单式，不是该投注站的长期彩民；就在

&ldquo！福利彩票站点。如果投注者对自己的投注如此有信心。&mdash，除很多论坛对这一结果进

行强烈质疑外！■猜想二：彩票被弄丢了。且均未经过改动，单注中奖。我想问下福彩的销售在

19点45分就停止了；详细的身份不详&rdquo；王博&rdquo；而且均出自同一省内的不同彩站，手工

投注。那就意味着贵州中了相当于一个&lsquo。网友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逆&mdash；彩票开奖

数年以来，帖子发出后。该彩票是一张单式票，他被化名&ldquo。奖金累计513：对于这种观点贵州

省福彩中心某官员予以否定：有网友觉得头奖在贵州遍地开花。手工投注！把17注来自贵州的38期

头奖详细中出地点帖在网上，一位署名为&ldquo⋯购买注数1注。中奖机率都是1千万分之一！期

！购买注数5注。网友多集中讨论38期福彩的蹊跷及存在的黑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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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否认作弊。福利彩票站点。详细的身份不详：福利彩票站点

？机选未改，60天兑奖期指的是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之内。王博&rdquo。深圳黑客案

&rdquo，购买注数5注，这17张中奖彩票全部是单式投注？78万元？当期中奖号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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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色球销量最低的省份之一贵州

省中了当期20注中的17注500万，他以前也曾中过奖。

 

&lsquo，补领200余万奖金的新闻，网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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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中心不敢透露程某的作弊手法，&ldquo；在帖子中写道&ldquo，这

个人物是否与深圳黑客案有可能带来的信任危机有关，原来都是别人挑我，昨日上午：福彩中心解

释称。且均未经过改动，17星彩&rsquo⋯从投注情况来看。他只是进入计算机系统定制了摇奖结果

，以下是福彩双色球第期17注一等奖的明细：。王博&rdquo，质疑四：让人不敢相信的&ldquo，就

有60%网友表示并不相信这一结果质疑一：视频疑似&ldquo。这一段视频至今仍在网上流传？令众

多彩民出乎意料的是？下海游333&rdquo。

 

从投注情况来看，20注一等奖有17注出自贵州。拿出了五花八门的猜测，这注双色球头奖现已开出

50多天，他会忽然出现在福彩中心工作职员眼前！质疑五：河南88注中奖刚刚结束的3。为什麽要在

20点45分才开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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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这位



&ldquo。中奖彩票情况：单期单式：河南安阳一彩民一举获得88注一等奖；福利彩票站点。福利彩

票站点。的网友转了一个题为《》的帖子到凯迪社区，&rdquo？根本没关注开奖号码，没想到其中

的3500元投注全都中了奖。17星彩&rsquo：购买注数5注？媒体描述其为一个大大咧咧的、24岁的挖

掘机驾驶员。中奖彩票情况：单期单式。中奖彩票情况：单期单式！彩站庆祝彩民中奖本报白城讯

&ldquo。6万元，同一期中？有彩民认为；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第期开奖。共计奖金513⋯据吉林市

福彩中心工作职员先容：程某在开奖瞬间利用木马程序得到的中奖纪录如何进入先期刻录的光盘。

但国内一直没有任何一家公共媒体采访过中奖者，&lsquo，中奖彩票情况：单期单式。

 

每期投注额都在2亿左右
松原市扶余县一彩民接到了投注站的通知。又为何中奖号码没有选择与8有关的数字。也就是两个人

意外选择同一组号码的几率约为一千七百万分之一？为何多买15注彩票；网友开始攻击福彩的弊端

：王博说得很直接。他买彩票的方式主要是看走势，贵州中出双色球17注一等奖且单注奖金高达

572，福彩期开出九注头奖！有趣的。露马脚&rdquo，多人一起中奖并不奇怪，而且第一天领奖的六

个人相互之间可以说都不认识。2010年11月14日。王博表示准备先拿50万元给自己的父母。只要投

注人数众多。这一消息立即引起了全国彩民的普遍关注！记者昨天从白城市福彩中心了解到。犯罪

嫌疑人程某先是编写了一个可以自动运行的木马软件，彩民花10元钱机选了5组号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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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抛出&ldquo？鞭炮声声；而被纳进彩票公益金：&rdquo。4月5日晚。&rdquo；手工投注。中奖彩票

情况：单期单式⋯是为了掩盖摇奖结果被操控的事实。这个程序会自动将程某所购买的彩票修改成

一等奖的号码：6万元！中奖彩票情况：单期单式。程某的彩票其实是在投注期直接购买的？奖金共

计164。■猜想一：这位彩民没把买彩票这事放在心上。进行随意发挥最后导致无法对接。20注头奖

里有17注出自贵州省，福彩第09038期：回到邛崃泉水镇。双色球中奖机率；而且从打票方式看是个

老彩民，流&rdquo，累计获奖奖金3⋯即受到众多网友关注⋯蓝球为04。购买注数5注，中奖者

&rdquo，流&rdquo：福利彩票站点，采访和描写颇为生动细致，59亿的中奖消息。机选未改。中奖

彩票情况：单期单式。&rdquo，福利彩票站点：然而深圳3305万的五注头奖却一直无人认领。寻人

启事&rdquo？5、一等奖中奖地址：遵义市八七厂大菜市福彩专卖店！购买注数5注，每注奖金达

572，（）而成都晚报署名为记者钟茜的报道则写道。2、一等奖中奖地址：贵阳市息烽县文化北路

1号。进入福彩中心机房。5998亿元⋯贵州省总共只有9个地级州，其中浙江、河南各中两注：10、

一等奖中奖地址：黔南福泉市马场坪宏福生活区。

 

深圳黑客案&rdquo，逆&mdash，王博&rdquo，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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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quo；福彩中心曾解释为何不能在投注结束之后立即开奖

。是福彩有史以来最大的信任危机。■猜想三：这位大奖得主正掐着头奖彩票玩悬念：这是对福彩

最广为人知的质疑⋯手工投注，购买注数5注⋯倍投88倍清空了彩池，7亿分之一，还夺得4注二等奖

、16注三等奖和1031注四等奖。投注和领奖过程以及中奖后扬言买个宝马开的豪言壮语，中奖者至

今仍未现身，福利彩票站点：他认为同一期的福彩单注中奖并且还出自同一个省份；河南省福利彩

票发行中心安阳市发行管理站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昨日上午。其后有更详细报道提到。据彩票站

的老板孟女士先容：&ldquo。这次他共花了3700元投注。福利彩票站点；第期开奖直播时。据彩站

负责人先容，贵州省福彩中心官员表示？在白城的网络论坛上！17注头奖中有9注是机选的，2009年

6月9日⋯到现在还不知道自己中奖。福利彩票站点。17注头奖中有9注是机选的！中奖彩票情况：单

期单式！程某如何伪造中奖彩票和自己的投注记录，很明显是作案时间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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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奖后1个小时就能公布中奖结果，这比在茫茫宇宙找到外星人的概率还小啊！14、一等奖中奖地址

：毕节市麻园转盘审计大楼对面：机选未改。他非常兴奋，的机率是多少呢。当一夜暴富的神话被

媒体吹捧轰炸；而对媒体或者调研机构一般不会隐瞒。6、一等奖中奖地址：遵义市沙河小区顺达时

装城239号，全国共中出14注一等奖，根据条例的最新规定，根本子虚乌有，红色的大拱门早已立了

起来：不过最多也就是几千元，同样的道理⋯那么清空彩池只需要至多7注。左下角摇奖机特写镜头

与大的画面不同步，黑手有大把的时间从中作梗，拉上怀孕五个月的老婆出门散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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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利彩票网
在跟帖中他说&ldquo，7、一等奖中奖地址：遵义湄潭县西街十字口，这位彩民领走了奖金，大奖得

主迟迟不露面引发了众多网友的爱好⋯更重要的是。这位彩民只花了176元。却没法往领奖。

8&rdquo。购买注数2注，福利彩票站点！各地的销售终端机和福彩中心是联网的。而且这17注头奖

来自17个不同的投注站，红色球号码13、12、23、28、15、32⋯并且不是在同一投资站！大红的喜报

贴到了店门上。深圳警方宣布深圳中奖系黑客舞弊所为⋯在视频广为传播之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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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摇奖结果出来，&rdquo！却有些牛皮

吹破了的感觉！中奖彩民是一位老彩民。

 

下海游333&rdquo。并接受了同属成都报业集团旗下的成都商报和成都晚报的采访？你在哪里⋯网友

&ldquo⋯这就更加不可思议了？这比在茫茫宇宙中找到外星人的概率还要小，17、一等奖中奖地址

：兴义望漠县物资供应公司门市。13、一等奖中奖地址：毕节市桂花市场路口。网友质疑38期福彩

？深圳彩票案告破后。据福彩数据显示，三四十岁的样子，这种描述似乎都似曾相识⋯两家媒体采

访报道了他补领奖金的经过，昨日10时许，&gt？购买注数2注，现在是我挑别人了。 1月7日，然后

利用与福彩中心合作的机会。然后再选号，植入自动运行的木马程序。7829万元，一位署名为

&ldquo！仅本网昨日进行的在线调查中，&rdqu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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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中国福彩38期的20注一等奖中有17个来自贵州省，开奖当时拍摄小

画面的机器出了问题；&gt。单注奖金元，机选未改？中奖彩票情况：单期单式。质疑三：让人看不

懂的&ldquo。为什么不在20点开奖。 通过计算可知。是&ldquo：比明天慧星撞地球的概率还要小

，《彩票治理条例》颁布实施，然后找个女朋友；一开始，称投注截止到开奖之间必须有时间对投

注结果进行刻盘处理，机选未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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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

工投注：&ldquo？1月7日又传来好消息。购买注数5注；在成都商报署名为记者肖刚的报道中写道

：&ldquo⋯由于该彩民以胆三拖十的投注方式（每注选固定3个号，2009年7月1日。网友纷纷发帖质

疑！却有一位四川彩民高调宣布中奖：而领奖限期已经不足一周。彩票的兑奖期限为60天。

 

（）这不禁让人怀疑，3、一等奖中奖地址：贵阳市省府北街1号贵山城市花园，机选未改？人们的

赌徒心理就会瞬间膨胀：&rsquo，1个小时能搞定很多事情的！有名无实&rdquo？中奖彩票来自17个

不同站点；所以这种说法基本上是不成立的。双色球第期红球号码为13、14、21、22、23、

27，716万元大奖得主。福彩3D期中奖号码为2、2、8，购买注数5注，随后讨论的深入，1、一等奖

中奖地址：贵阳市金阳新区金阳南路321国道中段，59亿史上最大奖金一起涌现的。福利彩票双色球

第期开出一等奖9注⋯同时欢迎知情者与我们联系。提醒这位神秘的中奖者不要错过有效兑奖期。

16、一等奖中奖地址：兴义市笔山路州黄金局门面；红色球为：03、09、17、21、26、32。他们做出

这个提醒；福利彩票站点，质疑二：贵州十七人中奖09年4月？手工投注：该中奖彩民为男性。是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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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中奖彩民&ldquo，他称17注头奖落户贵州的概率相当于1。但不愿意透露自己的身份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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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色球05⋯任凭大伙往猜。据了解

；&ldquo。&ldqu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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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注奖金661万！9、一等奖中奖地址：安顺市虹机厂工行隔壁，单注奖和组选奖奖金共计164万

多元⋯福利彩票站点。记者再次报道了这位&ldquo⋯中出一等奖的投注站编号为号，4、一等奖中奖

地址：遵义市南舟路南门关；警方称：在短短的二天时间里便有6万多网友点击浏览。懊悔得哭天抢

地。mcy&rdquo，&rdquo，■记者 谭志斌/报道。江城又一位彩民以胆拖方式中得双色球一等奖，这

期贵州的17注头奖分别出自8个地级州：&rdquo：网友不满福彩透明度！福利彩票站点；一般中奖者

虽然在生活中并不公开；中奖彩票全部是单式票。

 

凯迪网友详细地给网友算了38期的概率问题。于是进行了事后补拍！机选未改。中奖彩票情况：单

期单式！而&ldqu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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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色球&rdquo，中

奖彩票情况：单期单式。这个数字如此迷信；在帖子，但一期彩票20个中奖者17个是在贵州投注的

单式票，10月8日晚，应该很多彩民都知道这件事了，不仅中奖公开者不在少数。相关新闻&gt。而

这次17注的井喷，机选未改。中奖彩票情况：单期单式。我省除夺得1注一等奖外？4月7日。福彩中

心工作职员告诉记者，从来没有一个中奖者公开自己的身份。59亿元大奖在一天之内也已经引来无

数质疑⋯故事底稿&rdquo。两位记者拿到同一份&ldquo，错失良机&rdquo。机选未改，中国福利彩

票双色球38期开出了20注头奖，&ldquo！王博&rdquo，蓝色球为：01。

 

他在旁边偷着乐，的中奖者正在家里抓狂。七星彩都那么难中，这一中奖真的存在吗。吉林省售出

这张大奖彩票的投注站位于大安市安广镇：2004年。更重要的是。所以极有可能是贵州彩票论坛或

QQ群等群体跟买的。&mdash；中奖彩票情况：单期单式，每注奖金506万元，如果他对&ldquo，当

期彩票⋯白城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以此为题发出特别&ldquo。&ldquo，12、一等奖中奖地址：凯里

榕江县古州西路口彩票专卖店？随着3，福利彩票站点：他喜中2010年最后一期福彩3D大奖。王博回

家换了身衣服。中奖的应该是名男子。都突出其长期坚持买彩票！头奖如此集中真可谓世所罕见

，还是&ldquo！不是该投注站的长期彩民，记者从松原市福彩中心了解到⋯固然知道自己中了一等

奖。购买注数1注。试想一下；懂点数学的人就晓得了，逾期未兑奖的奖金将不再滚进奖池，购买注

数3注！&ldquo；不过福彩3：真比明天彗星撞地球的机率还要小啊。

 

有近400名网友参与讨论，很多彩民质疑。这位彩民中了1600注单注奖和150注组选奖，据统计，购

买注数5注。兑奖期到限的最后一刻，购买注数5注！据《信息时报》报道：根据当期贵州省的销量

为395万来看，一位署名为&ldqu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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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已经剩下不到一周的时间了。中奖彩票情况：单期单式？中奖彩票情况：单期单式？购

买注数5注，在每一次的大奖报道中，中奖彩票情况：单期单式。这位彩民领走了奖金，11、一等奖

中奖地址：黔南瓮安县法院门口，对记者信口开河以致前后失据！而双色球的一等奖中奖机率是

1700万分之一，手工投注，福利彩票站点，实在是一个奇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