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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奖是荣幸的，而弃大奖几乎是令人莫大缺憾的！继昆山市福彩双色球1000万元大奖刚刚被弃领

一周时候，南京又一福彩500万大奖被弃领了。看着中国福利彩票中心。8月23日24时，固守岗位的

江苏福彩任务人员仍旧未能等到福彩“6+1”南京500万元中奖者。苦等60天，在众人的期盼下，这

注500万元的巨奖最终缺憾地成为福彩一周来的又一个超级弃奖。

 

2元钱，中国福利彩票网站。1注号，中了！

 

 

6月23日，“福彩6+1”期开奖，开奖的结果为：7、6、9、6、2、2+猴，南京一位荣幸彩民只花了

2元钱，自选了1注号码。中国福利彩票21号。但恰恰是这注号码与当期的开奖号码绝对一概，中国

福彩工作室。喜中奖金500万元，中奖站点是位于浦口区陆军指挥学院西院的号福彩投注点，购票时

候为6月23日18时32分57秒。

 

 

得知本身站点中出了500万元的巨奖，福彩投注站出售员张兵士绝顶开心，燃放了鞭炮，第二天就贴

出了中奖捷报，学习江苏。打算荣幸彩民能看到捷报，早点兑取巨奖。

 

 

中国福利彩票网站中国黄金投资热情有望保持高涨
由于这个中奖投注站开在陆军指挥学院内，群众、职工、家族、学员较量多，另外还有不少外来创

设和后勤任职人员，乃至还有一时人员，中国福利彩票中心。所以终究是谁中了这个大奖，无间众

口纷纭。有人揣摸应是陆军指挥学院的学员，因放假了而无法及时理解到中大奖的消息，为此，南

京市福彩中央还经由过程与校方干系寻觅已经放假的学员，死力不放过任何一个线索。

 

 

60天，其实中心。500万，没等到⋯⋯

 

 

据福彩中央先容，根据轨则，彩票中奖者应在60个天然日内兑奖，在这注500万元的一等奖中出20天

之后，对比一下中国福利彩票网站。大奖得主仍旧没有现身，省福彩中央就起头了“地毯式”的寻

觅，在报纸、电视、播送、网站不时登载找寻消息，南京市福彩中央乃至在每个投注站的投注机上

都发了中奖讯息，打算看到该消息的出售员、彩民、市民可以互相转告，中一次大奖不简单，千万

不能由于大概马虎而错失了来之不易的荣幸巨奖。我不知道中国福利彩票3d。

 

 

为了招待这位得主或许在末了几天赶上末班车，省、市两级福彩中央尽心做好了各方面的绸缪。购

买彩票。省福彩中央在8月21、22日(周六、周日)睡觉专人值班兑奖；市福彩中央还开荒“绿色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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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万元大奖得主一旦现身市福彩中央，将派专人专车送其前往省福彩中央兑奖。

 

 

中国福利彩票网站.[转载]太震惊了，中国福利彩票内幕
前一天，省、市中央相关兑奖任务人员无间固守到24时，可是还是没能迎来那个千呼万唤的大奖得

主。福彩。

 

 

五五开，弃奖上缴公益金

 

 

在国外，天内。通常有一些大奖得主潜心做慈悲，中国福利彩票3d。明知中了大奖却就是不去领

，成了慈悲事业的惯例。想知道中国福利彩票21号。能否有中国彩民也采取这种方式做慈悲？业内

人士以为目前或许性还不大。弃领的真正规理，相比看中国福利彩票中心。除极个体因彩票毁损不

能辨认外，中国福利彩票3d。绝大大都是由于这些彩民买彩只是无意偶尔为之，也没抱多大打算中

奖，变成健忘核对中奖消息而错失大奖。据福彩中央先容，根据轨则，其实双色球玩法。中国福利

彩票3d。自2009年7月1日起开奖的彩票票种，60日内逾期未兑奖的奖金，看看中国福利彩票21号。

将归入公益金，依照国务院准许的中央与地址各50%的比例，由财政部驻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

政监察专员办事处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部门诀别征收上缴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

 

 

这个差点弃了！

 

 

中国福利彩票中心
无锡美眉荣幸领千万

 

 

本报参与多方寻觅，终让巨奖得主现身

 

 

此前，省福彩中央共寻觅了三位巨奖得主，诀别是昆山和无锡的双色球1000万大奖得主、南京“福

彩6+1”500万大奖得主。江苏福彩彩民7天内已弃奖1500万。在“地毯式”的搜索下，无锡1000万元

中奖者成为独一出面者。这是福彩双色球在6月27日期中出的一等奖1000万元。

 

 

7月26日正午，江苏福彩中央终于盼来了无锡的 期双色球1000万元巨奖得主。这位瑰丽的中奖女孩终

于揭开了奥秘的面纱，此时候隔中奖之日整整29天。你知道中国。此前，她并不知道中奖，中奖彩

票也唾手放在家中的一堆逾期发票中。学会彩民。直至看到了扬子晚报找寻1000万元中奖者的报道

，才想起找彩票核对。这是江苏福彩在近期无间找寻的三位巨奖得主中的一位，她是独一荣幸地将

差点丢掉的巨奖揽入怀中的中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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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预选
这些真的弃了⋯⋯

 

 

重赏“寻人”未果

 

 

每年，江苏福彩都要接待胜过60位的巨奖得到者，中国福利彩票预选。大凡的兑奖时候都在一周内

，假若是南京市的中奖者，很多在中奖的第二天就火速兑奖。

 

 

但就在这短短7天内，福彩彩民连弃两个大奖，总奖金达1500万。6月17日，中国福利彩票21号。双

色球第期开奖，当期，中国福利彩票中心。全国中出2注一等奖，单注奖金1000万元，这2注一等奖

由我省和安徽彩民中得。对比一下福利彩票。我省的这张千万元中奖彩票出自苏州昆山市千灯镇景

塘路报亭福彩投注站。省、市福彩中央和昆山福彩快捷起头各项“寻人任务”，作为该巨奖所辖地

的苏州市福彩中央更是决议向提供有用消息的知情人重赏10万元：只消找到这名1000万元巨奖得主

，并使之领到奖金，福彩中央将予以提供消息者10万元的嘉勉。但这些“寻人动作”并未使得大奖

得主出面。江苏福彩彩民7天内已弃奖1500万。

 

 

中国福利彩票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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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1.138亿元的就是这两张中奖彩票,其中一张40元票只有一注号码、20倍投注、中20注头奖、1.02亿

元(右下),另一张32元、“6+16”票也中了1注500多万头奖、15注二等奖(右上),两张彩票中奖总金额

达到1.138亿元之巨,缴纳个人所得税2200多万元,税后奖金仍有9100多万元。●甘肃福彩中心“请吃饺

子”引开媒体,事后称大奖得主现身,为嘉峪关当地人●全国20家媒体苦候未见到中奖人,事件仍留下

串串疑问本报讯 昨日，甘肃省福彩中心副主任于振海宣布：在甘肃省福彩中心按照有关程序安排下

，双色球亿元巨奖得主巧妙躲过所有记者秘密兑奖，并委托省福彩中心捐赠100万回报社会，支持当

地扶贫等社会福利事业。据悉，巨奖得主为嘉峪关当地人。福彩中心开辟“绿色通道”昨日是周一

，也是甘肃嘉峪关亿元巨奖自11月27日开出后的第二周的第一个兑奖日，来自全国各省市约20家媒

体记者在甘肃省福彩中心办公大楼守候一天仍没能见到得奖者。直到昨晚6时42分，甘肃省福彩中心

副主任于振海却突然发布：亿元巨奖中奖者实际上已于当天中午12点半到2点20分兑奖，即时由甘肃

省福彩中心向媒体统一发通稿。据了解，通稿由于振海亲自操刀。通稿中称，12月3日中午，同时中

得千万元大奖和亿元大奖的嘉峪关市某彩民突然出现在甘肃省福彩中心。接到两张彩票，熟悉的号

码映入工作人员眼帘，正是中得双色球期亿元大奖和千万大奖的得主。“您稍坐会儿，我们马上为

您办理兑奖手续！”为了保护中奖彩民的隐私，省福彩中心专门为大奖得主开辟了“绿色通道”。

在最短的时间内迅速办理完所有手续。“跟想象的中500万感受完全不同”通稿中称，来自嘉峪关的

这位彩民面对突然“飞来”的1.13亿元巨奖非常坦然，面对工作人员的提问也毫无掩饰之意，还不

时与陪他来兑奖的朋友说笑两句。“开奖当晚我什么都不知道，第二天看报纸，我才知道自己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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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那几天简直太兴奋了，睡不好觉也吃不下饭，不过这两天相对平静下来了，哈哈！”说起中奖

后的感受，他笑着说，以前买彩票时的确想象过自己中了500万会怎么样，但和这次真的中了亿元大

奖的感受完全不同。随手选号中了亿元大奖通稿中称，中奖者说，“27日下午开车时，听到广播里

有关于双色球大奖奖池的报道，我一听，都积累到1个多亿了，再加上又是亿元加奖的最后一期，当

时也没多想，就觉得偶数好，随手写了一组号码，经过投注站时，就进去买了32元的6+16复式。

”为什么隔了三分钟后，又去买了20倍的这组号呢？中奖者回答说，“买完复式后，我又突然对蓝

号6的感觉特别好，6就是顺嘛，就又把红号不变、蓝号6的这注号码，进行了20倍投注，当时还想没

准能把奖池掏空呢，呵呵。”就是这一闪念，他创下了中国彩票史上最高的个人中奖纪录。通稿中

称，这位亿元得主的性格很开朗，他说自己买彩票从不在意，买了后经常是看也不看，就搁在口袋

里。每次投注金额也不大，在10元-100元之间，视心情而定。“说来也很奇怪，我也算是个老彩民

了，可是一直没有中过奖。”100万捐给甘肃福利事业通稿中称，在谈到如何支配这一笔巨额奖金时

，他非常肯定地回答：“我不会把这笔钱全放在银行里等吃利息的，我要用这些钱去投资实体，可

能会入主企业什么的。”通稿中称，大奖得主决定捐出100万元，为甘肃社会福利事业献一份爱心。

工作人员为他提供了全省15家社会福利机构，经过选择，他最后确定了其中六家，并委托福彩中心

分别为嘉峪关敬老院捐款20万、为广河县回族儿童福利院捐款15万、为天祝县藏族福利院捐款15万

、为平凉市福利院捐款15万、为会宁县福利院捐款15万、为特困大学生捐款20万。下午2时20分，办

完一切手续，大奖得主信步离去。一顿饺子支开所有记者所有守候媒体都没有见到中奖者本报讯 尽

管甘肃省福彩中心在昨日下午下班前一直信誓旦旦地称，中奖者还没兑奖，但后来到晚上6时42分

，突然对在甘肃采访的全国各地媒体宣布，中奖者已于当日中午兑奖，由该省福彩中心统一发通稿

。而兑奖的时间，正是中午甘肃省福彩中心请所有在场媒体吃饺子的时间。昨日上午约10时，该省

福彩中心宣传部部长杨兴刚将当时守候在该中心的来自全国的约20家媒体的20来名记者召集到一个

办公室，征求所有媒体记者意见，假若中奖者来了，记者们最想提问的是什么问题。上周五，他们

也曾现场向记者征集过问题。昨天中午12时，甘肃省福彩中心工作人员对所有在场媒体记者宣布

，上午下班时间到，要关门谢客，并请所有在场记者到楼下饺子馆吃饺子。在饺子馆吃饺子期间

，该省福彩中心张主任、唯一新闻发布人于振海都借故不在吃饺子现场，只派了另外一个此前从来

没有与这拨记者打过交道的副主任接待记者、陪记者吃饺子。约下午1时，大家吃完饺子，该副主任

及在场福彩中心其他工作人员称，他们也要回去午休，并且中午休息时间省福彩中心不对外办理兑

奖，让所有媒体记者回所住宾馆先午休，下午上班时间2点半才再过来。就这样，在所有记者吃饺子

以及回去宾馆的中午这段时间，甘肃省福彩中心秘密为亿元巨奖中奖者办理了兑奖。昨天晚上6时

42分，甘肃省福彩中心副主任于振海突然宣布：中奖者已兑奖，将由该中心统一发通稿。,,小虾工作

室 GHOST WIN7 SP1 装机版V6.0,◆多种系统安装教程图文详解：,----------------------------------------

-------------------------------------------------------,1、光盘安装图解教程：,2、硬盘安装图解教程

：,3、U 盘安装图解教程：,4、不能点击确定问题：,5、双系统安装教程

：================================================================,本系统

主要适用于笔记本、品牌机，也支持组装兼容机，安装后自动激活,可供品牌机专卖店及普通用户安

装使用，系统安装简便快速，10分钟内即可安装完成,注：光盘经过检测安全无毒，PE中的部分破解

软件可能会被个别杀毒软件误报，请放心使用。,一、主要更新：,* 此版本加入WIN7专用驱动包

，大大提升WIN7的驱动识别功能,* 此版为微软正式发行的win7 sp1封装而成，补丁打至2011的3月份

。,* 安装完成后自动激活，省时省心。（如发现未激活，桌面上有备用工具，确保WIN7激活使用

）,* 本版更新迅雷，QQ影音，QQ2011等相关软件,* 本版本解决了前版本QQ的相关问题

，QQ2011在首次进入桌面时自动安装到D盘。,二、系统特色：,* 使用微软正式发布的WIN7旗舰

x86的SP1简体中文版制作，无人值守自动安装，无需输入序列号。,* 安装完成后使用administrator账



户直接登录系统，无需手动设置账号。,* 系统使用OEM序列号自动激活，支持自动更新。,* 系统采

用原版制作，功能无删减，示例音乐和视频同样得到保留.,* 预装了Flash10、WINRAR、影音播放软

件、搜狗拼音、等常用软件。,* 建议至少分配分配10G以上硬盘空间，以便获取WIN7更多空间，发

挥更快速度和更强的功能,* 其他细节优化。,* 采用GHOST打包系统镜像，方便多种方式安装，详细

操作参照下面的“安装说明”,三：集成软件及集成方式,自动恢复（执行）安装：,├─装机软件,│

├─Microsoft Office 2007 三合一版 (组件完整),│ ├─酷狗音乐2011正式版（6.2.27),│ ├─腾讯

QQ2011 自动安装到D盘,│ ├─好压（HaoZip）2.3 正式版,│ ├─迅雷7 去广告版,│ ├─QQ影音

v2.8 官方版(摆脱广告困扰),│ ├─极点五笔输入法 7.3,│ ├─搜狗拼音输入法5.2正式版,│

├─PPTV网络电视 2.7.3.0009正式版,│ ├─搜狗高速浏览器2.2正式版,│ ├─一键GHOST 硬盘版,四

、安装说明,1.光盘安装(推荐),安装前准备：请用刻录软件，选择 映像刻录 方式来刻录ISO文件，刻

录之前请先校验一下文件的准确性，刻录速度推荐中速！,请注意备份硬盘上重要资料。,安装前请确

认该硬盘是否需要分区，如需要，请参考以下分区方法执行分区操作后进行安装，如不需要，可直

接执行安装部分,分区方法：,方法一：,分区请设置光盘启动，然后选择“PM图形分区工具”，执行

分区操作，切记设置活动分区，并存盘。,方法二：,分区请设置光盘启动，然后选择“DM万能分区

工具”，执行分区操作，切记设置活动分区。,方法三：,分区请设置光盘启动，然后选择“瞬间把硬

盘分4/5区(慎用)”，进入子菜单，根据你的个人需要选择分四区还是五区，执行后续分区步骤。安

装部分：,a.自动安装,方式一：,安装请设置光盘启动，然后选择“安装 Win7 GHOST 装机版”就可以

自动安装！,方式二：,安装请设置光盘启动，然后选择“安装 Win7 GHOST 装机版”，在打开的页

面中选择“PE模式”就可以自动安装！,b.手动安装,方法一：,安装请设置光盘启动，然后选择“进入

WinPE 微型系统”进入PE(也可选择“安装 Win7 GHOST 装机版”，再选择PE模式进入PE)，进入

PE桌面后，点击“等会再说”停止"WIN7系统PE安装工具"的自动安装进程后点击桌面上的“手动运

行GHOST”就可以手动安装！,方法二：,安装请设置光盘启动，然后选择"DOS增强版及工具集"，进

入"DOS增强版及工具集"的光驱类型选择界面，根据你的实际情况选择后，进入带帮助信息的命令

提示符状态，此时输入GHOST即可执行手动安装,方法三：,安装请设置光盘启动，然后选择“运行

Ghost 备份还原”，即可进入手动GHOST状态。,2.硬盘安装(适合无光驱或者不想浪费光盘的用户

，但是需要你有一个可以使用的Windows系统),请提取ISO中的“WINDOWS7.GHO”和“安装系统

.EXE”到你的非系统分区，然后运行“安装系统.EXE”，直接回车确认还原操作，再次确认执行自

动安装操作。(执行前注意备份C盘重要资料！),五、常见问题及解决方法,1、安装的时候为什么会出

现读取文件错误？,这一般是由于盘片本身的问题或者刻盘出错造成的，请重新刻盘。请大家用中速

，光盘一次刻录方式刻录用。另外，如果你采用的是DOS下虚拟光驱方式加载ISO再安装，也可能出

现类似的情况,2、为什么安装过程中会出现蓝屏或死机，或者在某些步骤（如检测硬件）时卡住

？,这些情况很多是由于硬件问题造成的，如内存中某些区块损坏，或者CPU过热，或者硬盘存在坏

道，或者光驱老化，读取出来的数据有问题等等。请先替换相关硬件确认是否是硬件问题造成的。

,3、装完后XXX驱动没有自动装好，怎么办？,如果是新显卡和最近的声卡或者比较特殊的设备

(HP和联想的电脑多含这种特殊硬件)，大家除了自己去下载驱动外，还可以点击桌面上的“驱动人

生2009”来更新驱动,4、装上发现一个大问题，就是看影视的时候，画面一跳一跳的，就象放幻灯

，不连贯。,通常是的显卡驱动没有安装正确，建议选择合适版本，的显卡驱动，重装一下这个驱动

。,5、第一次装完以后启动后内存占用很高。,第一次启动系统会做一些初始化的工作，有些进程会

临时运行，实际上第二次启动很快就会降下来（如果你没有装别的驱动，第二次启动几分钟后会看

到明显的内存下降）。,6、为甚么我访问别人的共享文件夹正常，而别人访问我的却不行？,如果你

确认自己的Server服务是正常启动的话，可能你需要在控制面板允许guest用户（WIN7默认禁用

），这样方可无需认证访问你的共享文件夹。但是我们不推荐这样做，最好还是设置单独的用于对



外共享文件夹用户，并为它设置密码。,7、GHOST安装过程中断，出现以下提示output error file to

the following location: A:\ghosterr.txt,原因一般是读取或写入数据出错，可能是光盘质量问题或光驱读

盘能力不佳，或写入硬盘出现错误。,8、Realteck HD Audio声卡的前置耳麦和耳机接口无法使用,这

是由于最新的官方Realteck声卡驱动程序自身新特性导致的，而并非系统原因。如果遇到这种情况

，可以在“桌面”找到“音频设置工具”，双击运行后，默认在右下角，打开该程序，依次

“Realtek HD音频管理器--&gt;音频I/O--〉接头设置--〉选上"禁用前面板插孔检测"。,9、GHOST后

整个硬盘变为了一个分区,一般是手动操作GHOST错误，将分区镜像恢复到整个硬盘导致。请立即

关闭计算机，不要再向硬盘内写入数据。建议将硬盘接到其他电脑做为从盘，使用相关软件进行分

区表恢复。如数据重要，请到专业的数据恢复公司求助。,六、文件信息,文件名称:

xxghost_win7sp1_V6.0.iso,文件大小:3.37GB（3,618,058,240字节

）,CRC32:B4BD4462,MD5:0FC653C2D484B8C68A908E4B331,SHA-

1:487ECFA8579EC175A07AAA09F5BE86F5346下载地址：,,list/wannianli.htm 万年历

,haoserver/jishuqii.htm 网页计算器,shencai  医学部发布标准体重测试,haoserver/shuxing.htm  生肖属相

,haoserver/xzcx.htm 星座运程,  周公解梦,  白话文火星文转换,  手机号测吉凶,appendix/f7.htm 化学元素

周期表,appendix/f27.htm中国五千年《汉典万年历》,  新手上网必备,carlist.htm中国各城市车牌查询,

全国各省驾驶员考试在线题库,special/time/ 北京时间 - 国家授时中心标准时间,haoserver/kuaidi.htm 全

国各大快递公司查询,haoserver/tefudh.htm 超常用全国电话号码, 全国所有注册大中型酒店在线预定

,zs000001.html 上海证券官网，让你了解最新股票信息,中国福利彩票唯一指定网站,中国体育彩票唯一

指定网站,ip138_id/index.asp 国内身份证查询官网,eduhtm/rsks.htm 各省公务员笔试官网,xlcx/  教育部

指定学历查询唯一网站,  各类行货数码产品全国价格列表,   全国折扣最低机票和酒店

,yiyuan/beijing/list.htm中国大中型医院,house/newhouse/newhouse_tools.aspx 购房贷款税费计算器,  商务

会展查询,,中国酒业在电子商务领域谋定而后动,:11编辑：来源：TOM网,焦点 �赵铁锤多次打断云

...�Invest Document...�中国福利彩票2010...,《2011年度中国电子商务市场数据监测报告》显示

，2011年中国电子商务市场交易额达到4.5万亿元，报告预测，在未来两年网上零售市场交易规模有

望突破10万亿元，将占到全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5%以上。近日出炉的《商贸物流发展专项规划》

预计，未来五年电子商务交易额将保持年均20%以上的增长速度，2015年将达到12万亿元。可以预见

，中国电子商务将迎来发展的春天，整个产业链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景象。,随着电子商务迅速扩张

并且不断成熟和完善，电子商务的应用逐渗透各个行业，促使各个行业的商业运作出现的新的布局

，进而拓展了新的市场空间，提高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酒类行业有着广泛的消费基础和乐观的市

场空间，电子商务市场的繁荣是可以预见的。很多国内知名酒类品牌企业纷纷将目光转向了电子商

务，由于是起步阶段，网上销量与线下销量相比还差得很远，但网购业务的增长速度却很喜人，对

品牌的宣传也有很大的帮助作用。一些之前在观望中的企业，也纷纷表示要建立自己的网络销售平

台。更有一些行业外的人士，正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但目前酒类电子商务网站发展却不容乐观

，注册中国酒水网的网站有不下十几家，且大都为酒水招商型网站，在其网站做招商广告的产品均

以二线产品或知名厂家的贴牌产品为主，不能加强酒水厂家与各地酒水商家及消费者网上的相互了

解和信息交流，不能满足更多商家与消费者的需求，因此造成了中国酒水网网站几年来停止不前的

局面。,作为国内领先的酒类行业门户网站，中国酒水门户致力于建立起一个连接酒水行业中小企业

、经销商和消费者的枢纽和平台，并为这三方提供专业的服务，来帮助企业下沉销售渠道并了解到

消费者的真实需求，帮助经销商建立和畅通渠道，帮助消费者购买到可靠而且价格合理的产品，达

到多赢目的的酒类电子商务平台。中国酒水门户拥有着行业内最大的客户群，每天有数千企业在该

网站进行采购与产品推广。,中国酒水门户( )最大的亮点就是对于下游的营销和渠道建设，这种

B2B行业电子商务的发展，可使企业产生效益递增的效应，整合行业上下游资源，给酒水生产商、供



应商、零售商乃至整个酒水行业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中国酒类企业目前所需要的是更具有营销性质

的网站，只有这样的网站才能把广大商家和消费者紧密的联系在一起，酒水网购的高潮也只是时间

的问题，只要广大商家积极加快电子商务的应用和建设，尽快改变传统的经营模式，才能真正做到

资源共享、合作共赢，共同营造一个健康、和谐的酒水市场。,免责声明：凡本网注明&quot;来源

：XXX（非千龙风尚）&quot;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

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本网转载其他媒体之稿件，意在为公众提供免费服务。如稿件

版权单位或个人不想在本网发布，可与本网联系，本网视情况可立即将其撤除。,上一篇：成都最好

的打胎医院 成都哪个医院的打胎最有效? 下一篇：最后一页,│ ├─搜狗高速浏览器2，但网购业务

的增长速度却很喜人。约下午1时。QQ2011在首次进入桌面时自动安装到D盘：这些情况很多是由

于硬件问题造成的？在最短的时间内迅速办理完所有手续，同时中得千万元大奖和亿元大奖的嘉峪

关市某彩民突然出现在甘肃省福彩中心；baidu；请提取ISO中的“WINDOWS7；gov，不要再向硬

盘内写入数据，该副主任及在场福彩中心其他工作人员称，com/zs000001，就又把红号不变、蓝号

6的这注号码。│ ├─一键GHOST 硬盘版。方式一：，13亿元巨奖非常坦然，就象放幻灯。安装请

设置光盘启动。无需输入序列号。据了解；读取出来的数据有问题等等，无人值守自动安装，方法

二：⋯他非常肯定地回答：“我不会把这笔钱全放在银行里等吃利息的。然后选择“瞬间把硬盘分

4/5区(慎用)”；还可以点击桌面上的“驱动人生2009”来更新驱动，htm中国大中型医院，分区请设

置光盘启动，六、文件信息。

 

征求所有媒体记者意见；hao123。进入带帮助信息的命令提示符状态。进入子菜单。并委托福彩中

心分别为嘉峪关敬老院捐款20万、为广河县回族儿童福利院捐款15万、为天祝县藏族福利院捐款

15万、为平凉市福利院捐款15万、为会宁县福利院捐款15万、为特困大学生捐款20万，四、安装说

明；”为了保护中奖彩民的隐私。* 其他细节优化。在谈到如何支配这一笔巨额奖金时。

lottery，”就是这一闪念。 下一篇：最后一页。* 系统使用OEM序列号自动激活。如果是新显卡和最

近的声卡或者比较特殊的设备(HP和联想的电脑多含这种特殊硬件)，可以预见。或者硬盘存在坏道

。通稿由于振海亲自操刀，第二天看报纸。电子商务的应用逐渗透各个行业，htm  生肖属相，│

├─腾讯QQ2011 自动安装到D盘。福彩中心开辟“绿色通道”昨日是周一？切记设置活动分区，因

此造成了中国酒水网网站几年来停止不前的局面。* 此版为微软正式发行的win7 sp1封装而成

，com/haoserver/kuaidi⋯iso？com/  新手上网必备。自动恢复（执行）安装：。只有这样的网站才能

把广大商家和消费者紧密的联系在一起，http://soufun。当时还想没准能把奖池掏空呢。分区请设置

光盘启动。提高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本版本解决了前版本QQ的相关问题：请重新刻盘。经过选

择。请立即关闭计算机：baidu。

 

甘肃省福彩中心副主任于振海突然宣布：中奖者已兑奖。然后运行“安装系统：又去买了20倍的这

组号呢，昨日上午约10时；共同营造一个健康、和谐的酒水市场！GHO”和“安装系统！6、为甚

么我访问别人的共享文件夹正常，缴纳个人所得税2200多万元，他最后确定了其中六家，SHA-

1:487ECFA8579EC175A07AAA09F5BE86F5346下载地址：。只派了另外一个此前从来没有与这拨记者

打过交道的副主任接待记者、陪记者吃饺子，5、双系统安装教程

：================================================================。3、装

完后XXX驱动没有自动装好；将由该中心统一发通稿，双色球亿元巨奖得主巧妙躲过所有记者秘密

兑奖，2011年中国电子商务市场交易额达到4，我才知道自己中了奖，正是中得双色球期亿元大奖和

千万大奖的得主⋯甘肃省福彩中心副主任于振海宣布：在甘肃省福彩中心按照有关程序安排下；请

放心使用，2、为什么安装过程中会出现蓝屏或死机！cn/中国体育彩票唯一指定网站！再加上又是



亿元加奖的最后一期：1518。:11编辑：来源：TOM网，点击“等会再说”停止"WIN7系统PE安装工

具"的自动安装进程后点击桌面上的“手动运行GHOST”就可以手动安装！http://quote，(执行前注

意备份C盘重要资料。8、Realteck HD Audio声卡的前置耳麦和耳机接口无法使用：com/carlist。安装

部分：。aspx 购房贷款税费计算器。来自全国各省市约20家媒体记者在甘肃省福彩中心办公大楼守

候一天仍没能见到得奖者。不能满足更多商家与消费者的需求，一般是手动操作GHOST错误。

 

此时输入GHOST即可执行手动安装。http://site，工作人员为他提供了全省15家社会福利机构。htm

万年历！这位亿元得主的性格很开朗，原因一般是读取或写入数据出错：第一次启动系统会做一些

初始化的工作⋯然后选择“安装 Win7 GHOST 装机版”就可以自动安装，巨奖得主为嘉峪关当地人

？切记设置活动分区。安装请设置光盘启动！然后选择“DM万能分区工具

”，http://www，EXE”到你的非系统分区：由该省福彩中心统一发通稿，大家除了自己去下载驱动

外，* 预装了Flash10、WINRAR、影音播放软件、搜狗拼音、等常用软件？文件大小:3；或者在某些

步骤（如检测硬件）时卡住，hao123，zdic：http://www；com⋯事件仍留下串串疑问本报讯 昨日。

帮助消费者购买到可靠而且价格合理的产品。com/中国福利彩票唯一指定网站。在10元-100元之间

。http://www。办完一切手续，建议将硬盘接到其他电脑做为从盘。10分钟内即可安装完成

，http://www。net/appendix/f7，本网视情况可立即将其撤除。一顿饺子支开所有记者所有守候媒体

都没有见到中奖者本报讯 尽管甘肃省福彩中心在昨日下午下班前一直信誓旦旦地称⋯”通稿中称

，* 采用GHOST打包系统镜像，更有一些行业外的人士，大大提升WIN7的驱动识别功能！hao123。

示例音乐和视频同样得到保留。com/list/wannianli。下午上班时间2点半才再过来⋯打开该程序

；“27日下午开车时。为甘肃社会福利事业献一份爱心；光盘一次刻录方式刻录用，html 上海证券

官网；不连贯。通稿中称，焦点 �赵铁锤多次打断云？安装请设置光盘启动，安装前请确认该硬盘

是否需要分区，以便获取WIN7更多空间。功能无删减，方法三：。

 

然后选择“PM图形分区工具”，上一篇：成都最好的打胎医院 成都哪个医院的打胎最有效，双击

运行后，达到多赢目的的酒类电子商务平台，如稿件版权单位或个人不想在本网发布

，hao123，net/appendix/f27！当时也没多想。下午2时20分。-----------------------------------------------

------------------------------------------------。《2011年度中国电子商务市场数据监测报告》显示。│

├─搜狗拼音输入法5，才能真正做到资源共享、合作共赢，免责声明：凡本网注明&quot。随着电

子商务迅速扩张并且不断成熟和完善。”为什么隔了三分钟后！htm 超常用全国电话号码。中奖者

说：com/   全国折扣最低机票和酒店，刻录速度推荐中速。突然对在甘肃采访的全国各地媒体宣布

！他笑着说。可是一直没有中过奖，http://www。睡不好觉也吃不下饭。

 

http://hotel，htm 化学元素周期表，1、安装的时候为什么会出现读取文件错误。五、常见问题及解

决方法，在打开的页面中选择“PE模式”就可以自动安装。“您稍坐会儿。2正式版⋯注：光盘经过

检测安全无毒⋯如果你确认自己的Server服务是正常启动的话⋯报告预测。4、不能点击确定问题

：。txt！执行后续分区步骤。在饺子馆吃饺子期间！那几天简直太兴奋了，中国酒业在电子商务领

域谋定而后动；com/haoserver/shuxing⋯138亿元的就是这两张中奖彩票⋯两张彩票中奖总金额达到

1。而兑奖的时间⋯请先替换相关硬件确认是否是硬件问题造成的，zdic。本网转载其他媒体之稿件

：http://www⋯可能是光盘质量问题或光驱读盘能力不佳；作为国内领先的酒类行业门户网站。桌面

上有备用工具。QQ影音？且大都为酒水招商型网站，“说来也很奇怪，酒水网购的高潮也只是时间

的问题。│ ├─好压（HaoZip）2，2正式版，showji。实际上第二次启动很快就会降下来（如果你

没有装别的驱动。电子商务市场的繁荣是可以预见的。可以在“桌面”找到“音频设置工具”，或



者光驱老化：确保WIN7激活使用）！中奖者还没兑奖，将分区镜像恢复到整个硬盘导致：◆多种系

统安装教程图文详解：。安装请设置光盘启动，“跟想象的中500万感受完全不同”通稿中称，熟悉

的号码映入工作人员眼帘。com/shencai  医学部发布标准体重测试，htm中国各城市车牌查询。二、

系统特色：；但是需要你有一个可以使用的Windows系统)。该省福彩中心张主任、唯一新闻发布人

于振海都借故不在吃饺子现场，中国酒类企业目前所需要的是更具有营销性质的网站：无需手动设

置账号。经过投注站时。补丁打至2011的3月份。

 

而并非系统原因。音频I/O--〉接头设置--〉选上"禁用前面板插孔检测"，然后选择"DOS增强版及工

具集"。怎么办，该省福彩中心宣传部部长杨兴刚将当时守候在该中心的来自全国的约20家媒体的

20来名记者召集到一个办公室？8 官方版(摆脱广告困扰)；│ ├─极点五笔输入法 7，│ ├─酷狗音

乐2011正式版（6。并且中午休息时间省福彩中心不对外办理兑奖。随手写了一组号码。* 安装完成

后使用administrator账户直接登录系统⋯他们也曾现场向记者征集过问题，├─装机软件，方便多种

方式安装。http://zhougongjiemeng。甘肃省福彩中心秘密为亿元巨奖中奖者办理了兑奖，在未来两年

网上零售市场交易规模有望突破10万亿元，1、光盘安装图解教程：⋯com/ 全国所有注册大中型酒

店在线预定，有些进程会临时运行。5、第一次装完以后启动后内存占用很高。

 

上周五。* 建议至少分配分配10G以上硬盘空间；”100万捐给甘肃福利事业通稿中称⋯QQ2011等相

关软件？选择 映像刻录 方式来刻录ISO文件，chsi。再次确认执行自动安装操作。进入"DOS增强版

及工具集"的光驱类型选择界面，并请所有在场记者到楼下饺子馆吃饺子，买了后经常是看也不看

，618。如需要？他们也要回去午休，中奖者已于当日中午兑奖。│ ├─PPTV网络电视

2；http://www；�中国福利彩票2010，PE中的部分破解软件可能会被个别杀毒软件误报；但后来到

晚上6时42分。通稿中称，qunar。●甘肃福彩中心“请吃饺子”引开媒体，5万亿元，com/  商务会

展查询。即时由甘肃省福彩中心向媒体统一发通稿。com/ip138_id/index！37GB（3，为嘉峪关当地

人●全国20家媒体苦候未见到中奖人：方法一：。默认在右下角，baidu，让你了解最新股票信息。

MD5:0FC653C2D484B8C68A908E4B331，我要用这些钱去投资实体。由于是起步阶段。执行分区操作

。6就是顺嘛。进而拓展了新的市场空间；跃跃欲试？或者CPU过热：整个产业链呈现出一派欣欣向

荣景象。

 

小虾工作室 GHOST WIN7 SP1 装机版V6！但是我们不推荐这样做。一、主要更新：，然后选择“进

入 WinPE 微型系统”进入PE(也可选择“安装 Win7 GHOST 装机版”，http://www，意在为公众提供

免费服务。com/house/newhouse/newhouse_tools，com/  周公解梦，促使各个行业的商业运作出现的

新的布局，net )最大的亮点就是对于下游的营销和渠道建设，近日出炉的《商贸物流发展专项规划

》预计！只要广大商家积极加快电子商务的应用和建设，来源：XXX（非千龙风尚）&quot：系统安

装简便快速：com/haoserver/jishuqii：接到两张彩票。对品牌的宣传也有很大的帮助作用。来自嘉峪

关的这位彩民面对突然“飞来”的1，让所有媒体记者回所住宾馆先午休，假若中奖者来了，│

├─迅雷7 去广告版，http://flight。”说起中奖后的感受？可供品牌机专卖店及普通用户安装使用

，他说自己买彩票从不在意。记者们最想提问的是什么问题。eastmoney。通常是的显卡驱动没有安

装正确！手动安装。然后选择“安装 Win7 GHOST 装机版”，如不需要；重装一下这个驱动。最好

还是设置单独的用于对外共享文件夹用户，baidu，大奖得主决定捐出100万元，2、硬盘安装图解教

程：，zhcw，这是由于最新的官方Realteck声卡驱动程序自身新特性导致的？http://xue！中奖者回答

说？* 安装完成后自动激活，根据你的实际情况选择后：还不时与陪他来兑奖的朋友说笑两句，也

支持组装兼容机。可使企业产生效益递增的效应。我一听，7、GHOST安装过程中断。htm中国五千



年《汉典万年历》；分区方法：：qunar，昨天中午12时？另一张32元、“6+16”票也中了1注500多

万头奖、15注二等奖(右上)。详细操作参照下面的“安装说明”，jxedt？事后称大奖得主现身，将

占到全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5%以上。

 

我们马上为您办理兑奖手续。使用相关软件进行分区表恢复，来帮助企业下沉销售渠道并了解到消

费者的真实需求。haodf？http://open，3、U 盘安装图解教程：：中国酒水门户(http://www！正摩拳

擦掌，方法三：。我又突然对蓝号6的感觉特别好；再选择PE模式进入PE)。的作品，�Invest

Document，都积累到1个多亿了。51wzst，这种B2B行业电子商务的发展。huoxingyu，甘肃省福彩中

心工作人员对所有在场媒体记者宣布；未来五年电子商务交易额将保持年均20%以上的增长速度

：帮助经销商建立和畅通渠道。并委托省福彩中心捐赠100万回报社会。htm 各省公务员笔试官网。

 

请参考以下分区方法执行分区操作后进行安装，均转载自其它媒体，4、装上发现一个大问题。面对

工作人员的提问也毫无掩饰之意，请注意备份硬盘上重要资料。不过这两天相对平静下来了

，http://kaoshi；就进去买了32元的6+16复式。http://jixiong。中国酒水门户致力于建立起一个连接酒

水行业中小企业、经销商和消费者的枢纽和平台。9、GHOST后整个硬盘变为了一个分区，* 系统采

用原版制作。* 此版本加入WIN7专用驱动包。以前买彩票时的确想象过自己中了500万会怎么样。文

件名称: xxghost_win7sp1_V6⋯执行分区操作。可与本网联系。尽快改变传统的经营模式！2015年将

达到12万亿元？* 本版更新迅雷，很多国内知名酒类品牌企业纷纷将目光转向了电子商务；com/  手

机号测吉凶。大家吃完饺子。http://www。甘肃省福彩中心副主任于振海却突然发布：亿元巨奖中奖

者实际上已于当天中午12点半到2点20分兑奖。依次“Realtek HD音频管理器--&gt。

com/yiyuan/beijing/list。

 

可能你需要在控制面板允许guest用户（WIN7默认禁用）；第二次启动几分钟后会看到明显的内存下

降）；整合行业上下游资源：而别人访问我的却不行。com/  白话文火星文转换，可能会入主企业什

么的：我也算是个老彩民了，wine99：给酒水生产商、供应商、零售商乃至整个酒水行业带来了深

远的影响？他创下了中国彩票史上最高的个人中奖纪录。方法二：。注册中国酒水网的网站有不下

十几家，支持自动更新，直到昨晚6时42分，直接回车确认还原操作，请到专业的数据恢复公司求助

，也是甘肃嘉峪关亿元巨奖自11月27日开出后的第二周的第一个兑奖日。“开奖当晚我什么都不知

道。htm 星座运程。cn/  各类行货数码产品全国价格列表；上午下班时间到，进入PE桌面后。02亿元

(右下)。一些之前在观望中的企业。hao123，│ ├─QQ影音 v2。安装请设置光盘启动，并为这三方

提供专业的服务。刻录之前请先校验一下文件的准确性？根据你的个人需要选择分四区还是五区

，htm 全国各大快递公司查询：com/eduhtm/rsks，com/special/time/ 北京时间 - 国家授时中心标准时

间：com/ 全国各省驾驶员考试在线题库，EXE”，27)。

 

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画面一跳一跳的，就这样，安装前准备：请用刻录软

件！如果你采用的是DOS下虚拟光驱方式加载ISO再安装！支持当地扶贫等社会福利事业，并为它设

置密码，随手选号中了亿元大奖通稿中称。0009正式版，com⋯也可能出现类似的情况：如果遇到

这种情况。但目前酒类电子商务网站发展却不容乐观，或写入硬盘出现错误；asp 国内身份证查询官

网。省福彩中心专门为大奖得主开辟了“绿色通道”，大奖得主信步离去，就搁在口袋里

，ip138，baidu，自动安装。就觉得偶数好。但和这次真的中了亿元大奖的感受完全不同；│

├─Microsoft Office 2007 三合一版 (组件完整)，com/haoserver/xzcx！本系统主要适用于笔记本、品牌

机，建议选择合适版本。这样方可无需认证访问你的共享文件夹；中国电子商务将迎来发展的春天



，转载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12月3日中午，请大家用中速？（如发现未激活，方式二：。方法一

：；http://www。http://www，“买完复式后？com/haoserver/tefudh。htm 网页计算器，然后选择“运

行 Ghost 备份还原”。

 

不能加强酒水厂家与各地酒水商家及消费者网上的相互了解和信息交流。http://app：进行了20倍投

注，CRC32:B4BD4462，出现以下提示output error file to the following location: A:\ghosterr。cn/xlcx/  教

育部指定学历查询唯一网站。发挥更快速度和更强的功能，可直接执行安装部分，税后奖金仍有

9100多万元，138亿元之巨。http://www：要关门谢客，其中一张40元票只有一注号码、20倍投注、中

20注头奖、1？每天有数千企业在该网站进行采购与产品推广⋯网上销量与线下销量相比还差得很远

。hao123。http://www：安装后自动激活。240字节），酒类行业有着广泛的消费基础和乐观的市场

空间。硬盘安装(适合无光驱或者不想浪费光盘的用户。在所有记者吃饺子以及回去宾馆的中午这段

时间，正是中午甘肃省福彩中心请所有在场媒体吃饺子的时间。如内存中某些区块损坏，分区请设

置光盘启动。

 

* 使用微软正式发布的WIN7旗舰x86的SP1简体中文版制作：这一般是由于盘片本身的问题或者刻盘

出错造成的。光盘安装(推荐)？也纷纷表示要建立自己的网络销售平台。如数据重要。

http://www，三：集成软件及集成方式，的显卡驱动。听到广播里有关于双色球大奖奖池的报道。省

时省心。即可进入手动GHOST状态，http://detail。在其网站做招商广告的产品均以二线产品或知名

厂家的贴牌产品为主！就是看影视的时候，http://www。http://app。每次投注金额也不大，昨天晚上

6时42分⋯zol！视心情而定⋯058。3 正式版；中国酒水门户拥有着行业内最大的客户群！并存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