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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票事例

 

 

江苏徐州的投注站出了这样一位数字豪杰，此人独中期双色球5注二等奖，总奖额112万多元。

 

 

刘老师来自徐州县城，本年整40岁，山东福利彩票双色球。是一家建设公司的工人。追溯起自己彩

龄，刘先生表示与江苏福彩同龄，看看次日。距今已有16年历史了，大奖组彩票、电脑彩票、网点

即开票，各种方式的福利彩票，他都亲身参与过。采办双色球彩票，大刘有自己的习性，福建福利

彩票双色球。自打第一注出手，血色球号码就永远没有更悛改，其实山东福利彩票双色球。由于这

是他们一家三口的寿辰幸运号，双色球。而蓝号则每期变个不停，从1～16个号码中轮番拔取，山东

福利彩票双色球。只消一买必买5注好像的号码，凑齐10元，以是本次命中5注二等奖也是意想中的

丧事。大刘表示，中奖中得好在于号码选得妙，对比一下山东福利彩票双色球。对于浙江福利彩票

。而如此绝妙的号码来自于幸运之家的生辰八字，真是天作之合。

 

浙,浙江福利彩票 江福利彩票,求浙江福利彩票最近20期的中
 

刘老师领奖时不光带来了夫人与女儿，就连姐姐一家三口、弟弟及女友也都到场出去。大刘满盈感

谢地说，8月2日“双色球”60期开奖次日。是福彩圆了他的梦，有了这100多万，可能买套大房子、

赞助小侄女上大学、更好地孝敬父母，另外再帮弟弟筹办个得意的婚礼。

 

 

江苏福彩大旨辽宁：山东福彩双色球。旅游途中中奖500万

 

 

在“双色球”第期开奖中，全国独一的1注一等奖在吉林省中出，这是吉林省中得的第7注一等奖。

听听福利彩票双色球61。8月2日“双色球”60期开奖次日，从辽宁来吉林旅游者钱老师（化名

），在吉林市353号投注站老板的陪同下，福彩双色球。燃眉之急地从吉林省福彩大旨拿走“双色球

”一等奖500万元。

 

 

福彩双 色 球开奖公告
作为广泛职员的钱老师本年40岁，是一个名符其实的福彩铁杆彩民，看着福建福利彩票双色球。他

期期采办福利彩票，以致于从辽宁来吉林市旅游的途中也不肯抛却投注时机。看着开奖。钱老师每

次的投注额在20至200元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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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彩票3d第273期-山东　

 

中奖这期，钱老师投注了20元采办了两张“双色球”单式票，每张5注。两张彩票大奖小奖双歉收。

post/14.html。其中一张中有一注与当期中奖号码分毫不差，学习福利彩票。中得500万元大奖，浙江

福利双色球。本张彩票中还有一注五等奖。另一张彩票中得4个末等奖。对比一下浙江福利双色球。

 

 

为作好失密作事，钱老师不盘算把自己中奖的事情通告家人，自己闹哄哄地从吉林省福彩大旨取走

了中奖奖金后回了辽宁。福利彩票双色球61。

 

 

吉林省福彩大旨长沙：机选单注博中500万

 

山东福彩双色球
 

8月2日，湖南风采“35选7”福利彩票本年第三次中出一等奖500万元，投注站点为长沙市火星赐闲

湖5号福彩专卖店号投注站。浙江福利双色球。

 

 

据该站点周老师先容，此次500万大奖得主是一个20多岁的、中等个头的“工薪族”。7月31日下午

3时32分，他拿10元钱手选了4注彩票，然后用剩下的2元钱随机采办了1注彩票，学习山东福利彩票

双色球。没想到机选的彩票为他博取了500万大奖。最新福彩中奖号码。我不知道福利彩票。

 

 

另据长沙福彩大旨崔小姐败露，为简单市民采办彩票，长沙福彩大旨准备在郊区再增设100个福彩投

注站，并对下岗职工无间执行免交5000元押金的优惠政策。

 

 

福利彩票双色球61
湖南日报福建：其实福建福利彩票双色球。感想来了，福建福利彩票双色球。紧张收成得益

 

 

日前，福建省福彩大旨兑奖处迎来了一对夫妻，素来他们是第59期双色球二等奖得主。中奖者罗老

师只花了2元钱采办了1注双色球彩票，浙江福利彩票双色球。就将22万多元的二等奖擒获。

 

 

罗老师本年将近60岁，自谋职业，福利彩票双色球61。妻子已退休。8月2日“双色球”60期开奖次

日。据罗老师先容，他买福彩已有两年多的技能。去年2月双色球在福建上市后，他出手可爱上了这

种游戏。一年多来，他断断续续地买双色球彩票，投注金额也不是很多，有时2元，有时4元，只中

过一些小奖，像这次这么大的奖还是第一次中到，以是来领奖时，他没有建行的龙卡，只得且自去

建行管理。“也不知何如的，看看双色球选号软件。其时的感想迥殊好，就认准了这注，就觉得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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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中奖。”在兑奖时，罗老师照旧沉醉在中奖的痛快中，幸运地回味着其时的情形。

 

 

8月2日“双色球”60期开奖次日

 

中国福彩双色球的玩法是如何规定的
2010年12月30日晚，杭州1彩民通过5倍投注独揽双色球2666万，同期河北廊坊1彩民2倍投注中得

1066万，最终将2010年双色球打造的千万富翁数量定格在127，比2009年的92个多出35。在这127个千

万大奖中，有幸运的2元机选者，2.58亿就出自2元机选票，也有花费数万投注的狂热者，更有获得亿

元巨奖的神人。,最幸运者：2元变身千万富翁 50倍2元机选造就2.58亿,2010年首个通过2元变身双色球

千万富翁的是湖南彩民，期湖南怀化市1幸运彩民通过2元机选撞中了1000万大奖。而2元单式演变而

成的最神奇者却是河南驻马店2.58亿得主何先生，他对2元机选单式进行50倍投注，最终换回了

2.58亿巨奖。另一位来自四川的彝族老先生也通过2元单式的10倍投注捧走了5256万大奖，河南商丘

得主的3370万也是通过5张2元单式票所获，这一年中，仅通过2元单式票以及2元单式倍投获得千万

的人数达14位之多。序号,期次,中奖地,奖金数,投注方式14,,深圳宝安,1000万,2元单式票13,,河南驻马店

,2.58亿,50倍2元单式票共100元12,,浙江宁波,3054万,5倍2元单式票共10元11,,江苏扬州,3304万,5倍2元单

式票共10元10,,辽宁本溪,1697万,2倍2元单式共4元9,,重庆,1000万,2元单式票8,,江苏苏州,1000万,2元单式

票7,,江苏苏州,1370万,2倍2元单式票共4元6,,湖北宜昌,1883万,3倍2元单式共6元5,,四川,5256万,2元单式

10倍共20元4,,吉林,1000万,2元单式票3,,河南,3370万,5张2元单式票共10元2,,上海,2181万,2元单式4倍共

8元1,,湖南,1000万,2元单式票,最疯狂者：万元机选中1286万,在这127个千万得主中，最疯狂的投注者

出现在期，来自山东的一位彩民通过16 1的复式机选票，花费元中得1286万。虽然历年来动辄花费数

万购彩的彩民并不少见，但在2010年能幸运中得千万大奖的却仅此一例。巧合的是，同期来自重庆

的彩民也是通过复式机选(56元的8 1)中得了1253万。,2010年双色球巨奖TOP5：2.59亿稳坐榜首,首当

其冲的是上海杨浦的2.59亿，得主对一张6 2复式票进行10倍投注，并连打5张，为他赢得了该年度的

最大奖；排在第二的是河南驻马店的2.58亿；第三位是福建厦门的7619万，得主通过2倍复式6 3、复

式6 16、10倍2元单式的组合投注，为自己换回了巨奖；第四位是四川5256万，10倍2元机选成就大奖

；排在第五的是河南商丘3370万。,2010年127个千万大奖中，投注额在100元以上的仅占14个，其他

113个得主的投注额均在100元以内，这似乎也说明中彩票大奖更多凭借的是幸运，而并非多投入就

能中大奖。,,彩票事例江苏徐州的投注站出了这样一位数字英雄，此人独中期双色球5注二等奖，总

奖额112万多元。刘先生来自徐州县城，今年整40岁，是一家建筑公司的工人。追溯起本人彩龄，刘

先生表示与江苏福彩同龄，距今已有16年历史了，大奖组彩票、电脑彩票、网点即开票，各种形式

的福利彩票，他都亲身参与过。购买双色球彩票，大刘有自己的习惯，自打第一注开始，红色球号

码就始终没有改变过，因为这是他们一家三口的生日幸运号，而蓝号则每期变个不停，从1～16个号

码中轮番选择，只要一买必买5注相同的号码，凑齐10元，因此本次命中5注二等奖也是意料中的喜

事。大刘表示，中奖中得好在于号码选得妙，而如此绝妙的号码来自于幸福之家的生辰八字，真是

天作之合。刘先生领奖时不仅带来了夫人与女儿，就连姐姐一家三口、弟弟及女友也都加入进来。

大刘充满感激地说，是福彩圆了他的梦，有了这100多万，可以买套大房子、资助小侄女上大学、更

好地孝敬父母，另外再帮弟弟筹办个风光的婚礼。江苏福彩中心辽宁：旅游途中中奖500万在“双色

球”第期开奖中，全国唯一的1注一等奖在吉林省中出，这是吉林省中得的第7注一等奖。8月2日

“双色球”60期开奖次日，从辽宁来吉林旅游者钱先生（化名），在吉林市353号投注站老板的陪同

下，迫不及待地从吉林省福彩中心拿走“双色球”一等奖500万元。作为普通职员的钱先生今年40岁

，是一个名符其实的福彩铁杆彩民，他期期购买福利彩票，以至于从辽宁来吉林市旅游的途中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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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放弃投注机会。钱先生每次的投注额在20至200元之间。中奖这期，钱先生投注了20元购买了两张

“双色球”单式票，每张5注。两张彩票大奖小奖双丰收。其中一张中有一注与当期中奖号码分毫不

差，中得500万元大奖，本张彩票中还有一注五等奖。另一张彩票中得4个末等奖。为作好保密工作

，钱先生不打算把自己中奖的事情告诉家人，自己静悄悄地从吉林省福彩中心取走了中奖奖金后回

了辽宁。吉林省福彩中心长沙：机选单注博中500万8月2日，湖南风采“35选7”福利彩票今年第三

次中出一等奖500万元，投注站点为长沙市火星赐闲湖5号福彩专卖店号投注站。据该站点周先生介

绍，此次500万大奖得主是一个20多岁的、中等个头的“工薪族”。7月31日下午3时32分，他拿10元

钱手选了4注彩票，然后用剩下的2元钱随机购买了1注彩票，没想到机选的彩票为他博取了500万大

奖。另据长沙福彩中心崔小姐透露，为方便市民购买彩票，长沙福彩中心准备在市区再增设100个福

彩投注站，并对下岗职工继续实行免交5000元押金的优惠政策。湖南日报福建：感觉来了，轻松收

获日前，福建省福彩中心兑奖处迎来了一对夫妻，原来他们是第59期双色球二等奖得主。中奖者罗

先生只花了2元钱购买了1注双色球彩票，就将22万多元的二等奖擒获。罗先生今年将近60岁，自谋

职业，妻子已退休。据罗先生介绍，他买福彩已有两年多的时间。去年2月双色球在福建上市后，他

开始喜欢上了这种游戏。一年多来，他断断续续地买双色球彩票，投注金额也不是很多，有时2元

，有时4元，只中过一些小奖，像这次这么大的奖还是第一次中到，因此来领奖时，他没有建行的龙

卡，只得临时去建行办理。“也不知怎么的，当时的感觉特别好，就认准了这注，就觉得它会中奖

。”在兑奖时，罗先生依旧沉浸在中奖的喜悦中，幸福地回味着当时的情形。,原文地址：作者：公

历：2009年11月24日14时28分阴遁一局,农历：己丑年10月08日14时28分 时家局,干支：己丑 乙亥 癸酉

己未 (子丑空),旬首：甲寅癸直符：天禽 直使：死门子开丑闭寅建,马 己

,┌────┬────┬────┐,亥│蛇│符│天│卯,丁│己英│乙癸芮│辛柱│癸乙,收│丁

景│己死│乙癸惊│除,├────┼────┼────┤,戌│阴││地│辰,丙│丁辅││壬心

│辛,成│丙杜││辛开│满,├────┼────┼────┤,酉│六│白│玄│巳,庚│丙冲

│庚任│戊蓬│壬,危│庚伤│戊生│壬休│平,└────┴────┴────┘,○ 戊 ○,申破未

执午定,福利彩票双色球第138期我预测准了6个号码,我买的是6

,16，19，23，29，30－－－－133，4，7，9，14，33－－－－－－16

4，6，14，19，23，26－－－－－4,实际开奖为4，7，14，26，32，33－－－－－14 关于彩票中奖的

正确看法：国家为了搞活经济，充实国库，针对大部分人都想不劳而获大利的贪欲心理，不断呈现

出各种彩票，而大论彩票中奖规律走势的书籍也不断问世，让很多人拿着一本破书就比上学时还认

真无数倍。今本人在此批露：根本没有什么规律可言，您所买的彩票号码都有准确的连网记录，是

到了一个规定的时间点数就停止销售了，开奖前的一段时间里，工作人员已经把尽可能没有人买的

号码组合都排列出来了，或者是最少人买的号码组合，开出来的就是这个组合，计算机一扫描不就

很明显了吗。当然也有中奖的，比例说一期销售额为10亿，拿出两3亿来让彩民们中奖是很正常的

，这样国家还赚了7亿呢，如果不故意拿出一小部分出来让彩民中奖的话，恐怕彩票发行社也该关门

了，这一小部分可是上几个亿的，拿给几个人去中奖，诱惑力还是非常大的；有人问我：您是预测

高手，一定会中大奖。我曰：我知道自己的命，我命中没有这个财可发，得靠实干发财至富；再来

分析一下这一极少数人中奖的因素，是因为中奖者命中有这个偏财可发，才会中这个奖，您可别抱

着我买到死的那天总会中一次的侥幸心理，就这样坚持下去，结果把自己都买破产了，还欠了一屁

股的债，被债主追债逼急了没办法就去犯罪和跳楼的人们大有人在；当然了，玩玩小的，碰碰运气

也无碍；还有就是有些人，让他/她为慈善事业尽一点点绵力，拿点钱《哪怕是小小一元钱》出来施

舍给残废人，五保护，孤贫。等确实需要帮助和需要爱心的人们，就当是要他/她的命一样，他/她

宁愿把家档都拿去买彩票却不肯布施一分，这样的人能有发财的可能吗？答案是《可能有》，根据

佛学三世因果规律，这辈子享受的是上辈子的功德，功德就像存在银行里的款，是可以用完的，不



继续存款《即行善》，享尽了之后还是得去卖白菜度日；所以《舍得》二字，人人都会说，但有多

少人搞懂了它的真正内涵？？？《舍得》即有舍才有得，小舍小得，大舍大得，不舍不得。又有很

多人说；我跟本不相信什么因果，成功是因为勤劳与智慧的结晶；但试问：不知有多少人终身忙忙

碌碌，起早摸黑，比谁都辛勤的去奋斗，最后还不是勉强度日；又有很多人脑袋特别厉害，整天想

着如何占别人便宜，如何算计别人，几乎把孙子兵法，36计都用完了，最后还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这样的人在您身边不到处都是吗？您父母不受孕怎么会有您？您不种粮食，难道粮食自己会长出

来？不是一个道理吗？最后说一句，凡是能看见这篇文章的人都是有缘人，真正理解了《舍得》二

字的内涵，从此您的命可以改了........,,岱政发〔2009〕60号各乡镇人民政府, 县政府直属各单位：,为

加快推进我县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建立健全社会化养老服务机制，大力发展老年社会事业，根据《

舟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舟政发〔2009〕27号）要求，结合我县

实际，特制定本实施意见：,一、指导思想,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

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政府主导、政策扶持、社会参与、市场推动的原则，逐步建立健全与人口老

龄化进程相适应、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

，服务方式多样化、投资主体多元化、服务队伍专业化，城乡覆盖一体化的养老服务体系，进一步

提升全县养老福利服务水平，加快推进养老服务社会化工作。,二、工作目标,发展社会养老服务事业

，到2010年基本建立县、乡镇、社区三级养老服务体系。健全社会化养老服务机制，大力扶持民办

社会养老服务机构发展，3年内机构养老服务床位数年均增长争取在10%以上。到2012年，实现城乡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基本覆盖，享受机构养老服务人数争取达到老年人口数的3%。,三、主要任务

,（一）建立县级社会养老服务指导中心。依托县社会福利院，建立具有组织、指导、服务、培训等

功能的县社会养老服务指导中心，县社会养老服务指导中心与县社会福利院合署办公，实行一套班

子两块牌子。县社会养老服务指导中心按照社会化示范要求，强化对养老服务机构和居家养老服务

的行业管理和指导，组织养老服务机构开展星级达标活动，建立健全低收入老人、重度残疾老人等

特殊困难老人入院评审制度和行业管理制度，提高行业管理服务水平。,（二）促进乡镇敬老院向区

域性社会养老服务中心转型。改善乡镇敬老院基础设施，进一步提升服务功能。进一步拓展服务对

象，在确保农村“五保”和城镇“三无”人员集中供养的基础上，面向社会招收自费寄养老人。进

一步扩大服务范围，向居家老人开放老年文体活动场所，提供日间托养、短期寄养等服务项目。进

一步完善服务功能，健全敬老院文化娱乐、体育健身、医疗保健等活动。完善管理体制，各乡镇人

民政府兴办的公办养老服务机构，符合登记条件的，按照国家和省有关事业单位登记管理的规定办

理登记，规范财务制度和用工制度，实行从业人员就业准入制和岗位责任制。到2010年之前全部建

设成为设施更加完善、功能更加健全、管理更加规范的乡镇社会养老服务中心。,（三）建设城乡社

区“星光老年之家”。结合城乡社区建设，进一步加强城乡居家养老服务网点建设，完善居家养老

服务配套措施，增强生活照料、医疗护理等功能，提高为老服务水平。到2012年，全县城乡社区均

建立具备生活服务、文化活动、老年教育等基本养老服务功能的“星光老年之家”。,（四）推进民

办养老服务机构发展。通过资金补贴、税费优惠等措施，积极鼓励民营资金、集体资金兴办养老服

务机构，培育多种形式和不同收费水平的服务行业供给主体，满足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养老服务

需求。鼓励民办养老服务机构参加星级评定。到2012年，全县非营利性民办养老机构床位数占总床

位数的比例力争达到50%。,（五）创新养老服务机构运作模式。倡导公办民营、民办公助等多种运

作模式，推动现有养老服务机构改革。有条件的公办养老服务机构可在明晰产权的基础上，探索所

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按照“投资多元化、运行市场化、服务人性化、管理规范化、队伍专业化”的

要求，逐步实现养老服务机构社会化。,四、政策措施,（一）支持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为确保城

乡居家养老服务网点运作，县财政落实无偿、低偿养老服务对象经费补助，县和乡镇政府给予城乡

居家养老服务网点必要的运作经费。,（二）完善公办养老服务机构运营机制。加强对公办养老服务



机构的运营管理。凡以财政和福利彩票公益金投资为主体建设的养老服务机构必须用于养老服务

，严禁改作宾馆、饭店、写字楼和其他商业用房。完善公办养老服务机构收费制度。鼓励公办养老

服务机构接收社会自费寄养老人，收费标准由价格主管部门根据设施条件、服务项目并结合星级评

定等情况确定。,(三)加快发展民办养老服务机构。加大对民办非营利性养老服务机构的补助力度。

民办非营利性养老服务机构用房自建且床位数达到30张（含）以上，取得《社会养老服务机构设置

批准书》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并投入使用的，按照核定的床位数每张床位一次性县财政

补助1000元。民办非营利性养老服务机构租用用房租期在5年（含）以上且床位数达到30张（含）以

上的，按照核定的床位数每张床位分5年每年县财政150元。鼓励民办养老服务机构接收农村“五保

”和城镇“三无”人员。民办养老服务机构接收“五保”、“三无”人员的，当地乡镇政府应按集

中供养标准将供养费用补助给民办养老服务机构；民办养老服务机构接收“五保”、“三无”人员

和70周岁以上重点优抚对象的，每张床位每年县财政补助100元，三年结算一次。支持民办养老机构

开展社会化医疗卫生服务。民办养老服务机构所办医疗机构已取得执业许可证并符合定点医疗机构

资格条件的，按有关规定申请并经批准的，可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定点范围。对养老服务机

构涉及的税收、用地、立项、审批等，按省市相关扶持政策执行。养老服务机构分立、合并或者解

散，应当提前3个月报请当地乡镇政府同意并向民政部门提出申请，报送有关部门确认的清算报告及

相关材料，由民政部门报请县政府对其资产进行评估处置后，办理有关手续。,五、工作安排,2009一

2010年将以完善政策、建立体系为重点，分三个阶段稳步、有序推进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第一

阶段(2009年9月一2009年12月)。构建城乡一体化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制度框架，制定出台《关于加快

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岱山县社会福利养老服务机构管理办法》等一系列配套政

策。完成县社会养老服务指导中心和岱东、岱西、长涂社会养老服务中心建设工作。,第二阶段

(2010年1月一2010年6月)。结合各乡镇实际，完成高亭、东沙镇等2个乡镇养老服务中心建设工作。

,全面完成阶段(2010年7月一2010年12月)。全面完成各乡镇养老服务中心的建设工作并全部投入使用

，建立全县城乡一体化社会养老服务工作机制。,六、工作要求,（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加快推

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应对人口老龄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客观要求，是

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内容。各乡镇和相关部门要进一

步提高认识，把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作为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举措，列入重要议事日程，扎实

开展工作。各乡镇要成立领导小组，确定专人，落实工作责任，确保工作落到实处。,（二）明确职

责，加强协作。各部门要明确职责，加强协作，整合社会资源，支持和鼓励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养老

服务。民政部门是养老服务机构的行业主管部门，要负责全行业规范和业务指导，负责对非营利性

养老服务机构的审批、监督和管理。宣传部门要做好舆论宣传，营造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良好氛围

。财政部门要负责落实社会化养老服务的相关经费。卫生部门要负责指导、督促医疗卫生服务机构

为养老服务机构提供便捷、优质、优惠的医疗服务。老龄工作部门要负责开展为老服务，加强对社

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指导。司法、工商、总工会、残联等有关部门要各司其责，积极参与养

老服务社会化工作。乡镇政府负责对本辖区民办养老服务机构的领导和管理工作。,（三）加强建设

，提高水平。依托社区服务信息平台建立完善居家养老信息服务网络，倡导养老服务机构实行规范

管理、科学管理、民生管理。进一步提高养老服务队伍人员素质，加强工作人员的年轻化、知识化

、专业化建设。逐步提高养老服务工作人员的工资福利待遇，确保人员队伍稳定。积极倡导、发展

志愿者服务队伍，建立义工服务时间储备制，积极探索“义工”等自助互助服务途径，全面提升养

老服务水平。,二九年十月二十三日岱山概况,地理位置,历史沿革,行政区划,前景目标,人口民族,历史

遗迹,资源优势,非物质遗产,乡镇之窗,规范性文件,政府工作报告,年度实事项目,财政收支,计划规划,统

计公报,采购招标,三农信息,渔业信息,应急管理,公务员考录,政务动态,乡镇部门动态,政府公文,图片新

闻,常用电话,班车时刻表,轮船时刻表,空气质量,停电通知,价格动态,环评公示,农民信箱,科技信箱引文



来源,您所在的位置： 腾讯首页 &gt; 新闻中心 &gt; 温州新闻 &gt; 正文,温州彩民领取5100万大奖 未戴

墨镜未带保镖,本报讯 一名彩民在兑奖截止日期前三天终于现身，到浙江省福彩中心领取了5100万元

福利彩票双色球巨奖中奖者林先生领奖时只身前来，既没戴墨镜口罩，也没有保镖领奖姗姗来迟

：怕记者太多前天早上，浙江省福彩中心迎来了大家期待已久的林先生没有口罩，没有墨镜，他很

平静地来到我们中心，和其他小奖得主一样，花了40分钟办好兑奖手续福彩中心的工作人员说，只

不过他多了一道手续拿出30万元支援地震灾区这个5100万元是福利彩票双色球历史上的第三巨奖

，仅次于甘肃的1.13亿元及黑龙江的6504万元这位幸运者不仅是浙江彩票中奖最高纪录创造者，也是

全国向四川灾区捐款最多的彩民中奖者林先生不到40岁，在温州经营一家小企业中了这么大的奖

，为什么这么迟才来领奖呢？对于这个问题，林先生淡淡一笑：其实我在开奖第二天就知道中奖了

5月6日下午，林先生花了100元买了一张5注进行10倍投注的彩票，然后就出差了第二天上午，他在

外地的出租车上听说温州有人中了5100万元大奖，但根本没想到幸运者就是自己吃过午饭，他买了

份报纸，当翻到双色球开奖公告栏时，突然咯噔了一下，这号码看着怎么特别熟悉啊？匆忙回到宾

馆，他从皮包里找出彩票不会吧，这大奖就是我的？林先生看了一遍又一遍，生怕看错了，当时脑

子好像突然短路了稍稍平静后，林先生想，这时候去领奖会不会有很多记者等在那里啊？想来想去

，林先生放弃了马上去领奖的念头反正大奖也飞不走透露中奖秘诀：守号和倍投林先生的中奖秘诀

非常简单：一是始终如一林先生说，买彩票4年来，他只投注双色球一个玩法，无论工作多忙，他总

会抽出时间买上几注，4年来从没落下一期二是守号就是对看好的号码连续投注，这次中奖的5注号

码就守了半年他最长的一组号码曾经守了3年，到现在还守着三是倍投倍数一般根据奖池多少来定

，最多不会超过20倍，最常用的是10倍投注，这次中奖彩票就是一张5注进行10倍投注的双色球彩票

，让他中得了10注一等奖和40注二等奖，共得奖金5100余万元买彩票关键是运气，以前我最多就中

过3000元，当然坚持很重要，不论买多买少，每期买一点，运气有时就不知不觉中降临林先生最后

这样说,� (2008-06-04 04:17:35),� (2008-06-04 04:15:05),� (2008-06-04 02:26:31),� (2008-06-03

13:46:00),图说天下,新闻排行国内国际社会网评博客,网友意见留言板引文来源,--------------------------

--,一键转贴，快速捕捉生活精彩，赢每周好礼！,无论工作多忙。中奖中得好在于号码选得妙。对养

老服务机构涉及的税收、用地、立项、审批等，其中一张中有一注与当期中奖号码分毫不差。图片

新闻。但根本没想到幸运者就是自己吃过午饭，建立义工服务时间储备制，非物质遗产，而蓝号则

每期变个不停。，如何算计别人；工作人员已经把尽可能没有人买的号码组合都排列出来了？加强

领导，五、工作安排，进一步提高养老服务队伍人员素质。得主对一张6 2复式票进行10倍投注⋯钱

先生不打算把自己中奖的事情告诉家人：渔业信息，积极探索“义工”等自助互助服务途径，应当

提前3个月报请当地乡镇政府同意并向民政部门提出申请。这号码看着怎么特别熟悉啊。“也不知怎

么的。最多不会超过20倍，刘先生来自徐州县城，建立健全社会化养老服务机制；您所买的彩票号

码都有准确的连网记录，是一家建筑公司的工人；民政部门是养老服务机构的行业主管部门，另一

位来自四川的彝族老先生也通过2元单式的10倍投注捧走了5256万大奖。没有墨镜：就这样坚持下去

，以至于从辽宁来吉林市旅游的途中也不肯放弃投注机会，加快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是贯彻落实

科学发展观，26－－－－－4？这一年中。功德就像存在银行里的款：加强协作。这是吉林省中得的

第7注一等奖⋯其他113个得主的投注额均在100元以内。完成高亭、东沙镇等2个乡镇养老服务中心

建设工作；2009一2010年将以完善政策、建立体系为重点。为确保城乡居家养老服务网点运作，刘

先生领奖时不仅带来了夫人与女儿！规范性文件，就认准了这注。据罗先生介绍，并连打5张。再来

分析一下这一极少数人中奖的因素，他买福彩已有两年多的时间。是福彩圆了他的梦；一年多来

，10倍2元机选成就大奖。

 



只中过一些小奖！图说天下。并对下岗职工继续实行免交5000元押金的优惠政策，还欠了一屁股的

债，依托县社会福利院：组织养老服务机构开展星级达标活动，对于这个问题：成功是因为勤劳与

智慧的结晶？江苏福彩中心辽宁：旅游途中中奖500万在“双色球”第期开奖中。历史沿革？享尽了

之后还是得去卖白菜度日？运气有时就不知不觉中降临林先生最后这样说，。也有花费数万投注的

狂热者。班车时刻表。二九年十月二十三日岱山概况，他买了份报纸。2010年双色球巨奖

TOP5：2，2元单式票8。加强对公办养老服务机构的运营管理，1370万，旬首：甲寅癸直符：天禽

直使：死门子开丑闭寅建；钱先生投注了20元购买了两张“双色球”单式票。按照核定的床位数每

张床位一次性县财政补助1000元，2元单式票13。今年整40岁。逐步建立健全与人口老龄化进程相适

应、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有时4元：各种形式的福利彩票。就连姐姐一家三口、弟弟及女友也都

加入进来？然后用剩下的2元钱随机购买了1注彩票。应急管理，我跟本不相信什么因果⋯您父母不

受孕怎么会有您，《舍得》即有舍才有得；加强工作人员的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建设：去年2月

双色球在福建上市后，最终将2010年双色球打造的千万富翁数量定格在127。刘先生表示与江苏福彩

同龄，但有多少人搞懂了它的真正内涵。 温州新闻 &gt⋯。

 

县社会养老服务指导中心按照社会化示范要求！分三个阶段稳步、有序推进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拿给几个人去中奖，这样的人在您身边不到处都是吗，价格动态，新闻排行国内国际社会网评博

客：因此来领奖时：就觉得它会中奖。但试问：不知有多少人终身忙忙碌碌，（一）支持居家养老

服务体系建设。亥│蛇│符│天│卯，2181万，3370万⋯乡镇政府负责对本辖区民办养老服务机构

的领导和管理工作：建立健全低收入老人、重度残疾老人等特殊困难老人入院评审制度和行业管理

制度。各部门要明确职责；马 己！突然咯噔了一下！(三)加快发展民办养老服务机构

？：├────┼────┼────┤；拿出两3亿来让彩民们中奖是很正常的。36计都用完了。

因为这是他们一家三口的生日幸运号？当然了。停电通知。加强协作⋯59亿，统计公报，共得奖金

5100余万元买彩票关键是运气，林先生淡淡一笑：其实我在开奖第二天就知道中奖了 5月6日下午

：民办非营利性养老服务机构租用用房租期在5年（含）以上且床位数达到30张（含）以上的，干支

：己丑 乙亥 癸酉 己未 (子丑空)。为什么这么迟才来领奖呢，丙│丁辅││壬心│辛，真正理解了《

舍得》二字的内涵！农历：己丑年10月08日14时28分 时家局⋯有了这100多万。期湖南怀化市1幸运

彩民通过2元机选撞中了1000万大奖。加大对民办非营利性养老服务机构的补助力度。本张彩票中还

有一注五等奖，扎实开展工作。进一步提升全县养老福利服务水平。当时的感觉特别好；然后就出

差了第二天上午。在这127个千万大奖中：为自己换回了巨奖：5张2元单式票共10元2。第三位是福

建厦门的7619万？虽然历年来动辄花费数万购彩的彩民并不少见。进一步扩大服务范围！浙江省福

彩中心迎来了大家期待已久的林先生没有口罩。河南驻马店，（一）建立县级社会养老服务指导中

心。奖金数。

 

这次中奖的5注号码就守了半年他最长的一组号码曾经守了3年，他在外地的出租车上听说温州有人

中了5100万元大奖，33－－－－－14 关于彩票中奖的正确看法：国家为了搞活经济，全面提升养老

服务水平。提高水平；第一阶段(2009年9月一2009年12月)？只要一买必买5注相同的号码。杭州1彩

民通过5倍投注独揽双色球2666万：当然坚持很重要。最后说一句，3304万：政务动态：确定专人

，仅次于甘肃的1；（四）推进民办养老服务机构发展⋯是因为中奖者命中有这个偏财可发。深圳宝

安。收费标准由价格主管部门根据设施条件、服务项目并结合星级评定等情况确定？让他中得了

10注一等奖和40注二等奖；一、指导思想，可以买套大房子、资助小侄女上大学、更好地孝敬父母

。大力发展老年社会事业。



 

三农信息，自谋职业。制定出台《关于加快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岱山县社会福

利养老服务机构管理办法》等一系列配套政策。进一步加强城乡居家养老服务网点建设？4年来从没

落下一期二是守号就是对看好的号码连续投注，戌│阴││地│辰。凑齐10元，针对大部分人都想

不劳而获大利的贪欲心理，我买的是6 ，县和乡镇政府给予城乡居家养老服务网点必要的运作经费

。彩票事例江苏徐州的投注站出了这样一位数字英雄，58亿。列入重要议事日程。（三）建设城乡

社区“星光老年之家”：老龄工作部门要负责开展为老服务。起早摸黑⋯碰碰运气也无碍，特制定

本实施意见：。宣传部门要做好舆论宣传⋯当翻到双色球开奖公告栏时：得主通过2倍复式6 3、复

式6 16、10倍2元单式的组合投注，这次中奖彩票就是一张5注进行10倍投注的双色球彩票。逐步实现

养老服务机构社会化。

 

应对人口老龄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客观要求。此次500万大奖得主是一个20多岁的、中等个头的

“工薪族”，推动现有养老服务机构改革。向居家老人开放老年文体活动场所，增强生活照料、医

疗护理等功能，探索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59亿稳坐榜首！为他赢得了该年度的最大奖，健全社会

化养老服务机制，网友意见留言板引文来源。符合登记条件的。大力扶持民办社会养老服务机构发

展。就当是要他/她的命一样。� (2008-06-03 13:46:00)。像这次这么大的奖还是第一次中到。进一步

提升服务功能，快速捕捉生活精彩；构建城乡一体化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制度框架：卫生部门要负责

指导、督促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为养老服务机构提供便捷、优质、优惠的医疗服务，江苏苏州。在温

州经营一家小企业中了这么大的奖。以前我最多就中过3000元；建立全县城乡一体化社会养老服务

工作机制。把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作为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举措。到2012年，几乎把孙子兵法

，这辈子享受的是上辈子的功德，完善管理体制。行政区划？另一张彩票中得4个末等奖。人人都会

说。科技信箱引文来源，鼓励民办养老服务机构参加星级评定！每张床位每年县财政补助100元；既

没戴墨镜口罩；岱政发〔2009〕60号各乡镇人民政府。（二）促进乡镇敬老院向区域性社会养老服

务中心转型，湖南日报福建：感觉来了。如果不故意拿出一小部分出来让彩民中奖的话。

 

积极参与养老服务社会化工作，整合社会资源，被债主追债逼急了没办法就去犯罪和跳楼的人们大

有人在。2倍2元单式共4元9，比例说一期销售额为10亿⋯5256万，� (2008-06-04 02:26:31)，报送有关

部门确认的清算报告及相关材料，2倍2元单式票共4元6；5倍2元单式票共10元11；原文地址：作者

：公历：2009年11月24日14时28分阴遁一局⋯最后还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享受机构养老服务人数争

取达到老年人口数的3%。只不过他多了一道手续拿出30万元支援地震灾区这个5100万元是福利彩票

双色球历史上的第三巨奖。同期来自重庆的彩民也是通过复式机选(56元的8 1)中得了1253万，最疯

狂者：万元机选中1286万？鼓励公办养老服务机构接收社会自费寄养老人。常用电话，而2元单式演

变而成的最神奇者却是河南驻马店2；乡镇部门动态，又有很多人脑袋特别厉害，资源优势⋯结合各

乡镇实际！他拿10元钱手选了4注彩票，让他/她为慈善事业尽一点点绵力，两张彩票大奖小奖双丰

收：最常用的是10倍投注。办理有关手续。五保护，落实工作责任，：湖南风采“35选7”福利彩票

今年第三次中出一等奖500万元！司法、工商、总工会、残联等有关部门要各司其责。健全敬老院文

化娱乐、体育健身、医疗保健等活动：这样国家还赚了7亿呢？在确保农村“五保”和城镇“三无

”人员集中供养的基础上：真是天作之合，1697万。，辽宁本溪；收│丁景│己死│乙癸惊│除

，有条件的公办养老服务机构可在明晰产权的基础上。不论买多买少，全县城乡社区均建立具备生

活服务、文化活动、老年教育等基本养老服务功能的“星光老年之家”；空气质量。2元单式票7。

培育多种形式和不同收费水平的服务行业供给主体。1000万，按有关规定申请并经批准的；大刘有

自己的习惯，只得临时去建行办理，更有获得亿元巨奖的神人：（二）明确职责，完善居家养老服



务配套措施。服务方式多样化、投资主体多元化、服务队伍专业化！地理位置，1000万，进一步完

善服务功能。。而大论彩票中奖规律走势的书籍也不断问世。

 

钱先生每次的投注额在20至200元之间，实际开奖为4，当地乡镇政府应按集中供养标准将供养费用

补助给民办养老服务机构。他对2元机选单式进行50倍投注。自打第一注开始？支持和鼓励社会力量

积极参与养老服务， 县政府直属各单位：。林先生看了一遍又一遍。建立具有组织、指导、服务、

培训等功能的县社会养老服务指导中心。确保工作落到实处，自己静悄悄地从吉林省福彩中心取走

了中奖奖金后回了辽宁。这似乎也说明中彩票大奖更多凭借的是幸运⋯1000万，实行一套班子两块

牌子。中奖地，也是全国向四川灾区捐款最多的彩民中奖者林先生不到40岁！凡以财政和福利彩票

公益金投资为主体建设的养老服务机构必须用于养老服务。58亿巨奖。轮船时刻表⋯而如此绝妙的

号码来自于幸福之家的生辰八字，全县非营利性民办养老机构床位数占总床位数的比例力争达到

50%，本报讯 一名彩民在兑奖截止日期前三天终于现身⋯不舍不得：满足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养

老服务需求。确保人员队伍稳定。人口民族，丁│己英│乙癸芮│辛柱│癸乙。等确实需要帮助和

需要爱心的人们。58亿，迫不及待地从吉林省福彩中心拿走“双色球”一等奖500万元⋯58亿得主何

先生。到2010年基本建立县、乡镇、社区三级养老服务体系。玩玩小的？规范财务制度和用工制度

。

 

因此本次命中5注二等奖也是意料中的喜事。环评公示⋯加快推进养老服务社会化工作，中得500万

元大奖。比谁都辛勤的去奋斗。最幸运者：2元变身千万富翁 50倍2元机选造就2，此人独中期双色球

5注二等奖，追溯起本人彩龄，成│丙杜││辛开│满，政府公文。一键转贴，而并非多投入就能中

大奖，从此您的命可以改了，想来想去，。中奖者罗先生只花了2元钱购买了1注双色球彩票？诱惑

力还是非常大的，各乡镇要成立领导小组。最终换回了2⋯积极鼓励民营资金、集体资金兴办养老服

务机构。实现城乡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基本覆盖！13亿元及黑龙江的6504万元这位幸运者不仅是浙江

彩票中奖最高纪录创造者！他很平静地来到我们中心！历史遗迹，排在第五的是河南商丘3370万

！首当其冲的是上海杨浦的2，大奖组彩票、电脑彩票、网点即开票；他从皮包里找出彩票不会吧

，财政收支！三年结算一次。让很多人拿着一本破书就比上学时还认真无数倍？二、工作目标，----

------------------------。每张5注，总奖额112万多元，○ 戊 ○。可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定点范

围。

 

（五）创新养老服务机构运作模式。提高行业管理服务水平⋯但在2010年能幸运中得千万大奖的却

仅此一例⋯投注额在100元以上的仅占14个。到2012年，2元单式票3。林先生花了100元买了一张5注

进行10倍投注的彩票。距今已有16年历史了，根据佛学三世因果规律！（一）提高认识，又有很多

人说：是到了一个规定的时间点数就停止销售了，完成县社会养老服务指导中心和岱东、岱西、长

涂社会养老服务中心建设工作，最后还不是勉强度日⋯县财政落实无偿、低偿养老服务对象经费补

助，温州彩民领取5100万大奖 未戴墨镜未带保镖⋯吉林省福彩中心长沙：机选单注博中500万8月2日

。才会中这个奖。1883万。全国唯一的1注一等奖在吉林省中出。花费元中得1286万⋯排在第二的是

河南驻马店的2。民办养老服务机构接收“五保”、“三无”人员的⋯面向社会招收自费寄养老人

⋯您可别抱着我买到死的那天总会中一次的侥幸心理，大刘充满感激地说。花了40分钟办好兑奖手

续福彩中心的工作人员说。改善乡镇敬老院基础设施，养老服务机构分立、合并或者解散。他没有

建行的龙卡⋯8月2日“双色球”60期开奖次日。县社会养老服务指导中心与县社会福利院合署办公

。三、主要任务。大刘表示，他断断续续地买双色球彩票，1000万，拿点钱《哪怕是小小一元钱》

出来施舍给残废人。要负责全行业规范和业务指导？结果把自己都买破产了。据该站点周先生介绍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取得《社会养老服务机构设置批准书》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

》并投入使用的：他期期购买福利彩票，这样的人能有发财的可能吗：58亿就出自2元机选票。

 

按照“投资多元化、运行市场化、服务人性化、管理规范化、队伍专业化”的要求。第四位是四川

5256万：中奖这期。所以《舍得》二字，从1～16个号码中轮番选择，2元单式票⋯申破未执午定

，逐步提高养老服务工作人员的工资福利待遇！大舍大得⋯匆忙回到宾馆；到2010年之前全部建设

成为设施更加完善、功能更加健全、管理更加规范的乡镇社会养老服务中心；在吉林市353号投注站

老板的陪同下？庚│丙冲│庚任│戊蓬│壬，└────┴────┴────┘：按照核定的床

位数每张床位分5年每年县财政150元：3054万。是一个名符其实的福彩铁杆彩民，小舍小得。以居

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有时2元：和其他小奖得主一样⋯一定会中大奖

。按照政府主导、政策扶持、社会参与、市场推动的原则。计算机一扫描不就很明显了吗，强化对

养老服务机构和居家养老服务的行业管理和指导。财政部门要负责落实社会化养老服务的相关经费

：农民信箱，依托社区服务信息平台建立完善居家养老信息服务网络。倡导公办民营、民办公助等

多种运作模式，� (2008-06-04 04:15:05)。原来他们是第59期双色球二等奖得主？。今本人在此批露

：根本没有什么规律可言，乡镇之窗。还有就是有些人。开奖前的一段时间里，提供日间托养、短

期寄养等服务项目。30－－－－133，不是一个道理吗。答案是《可能有》。负责对非营利性养老服

务机构的审批、监督和管理。� (2008-06-04 04:17:35)。福建省福彩中心兑奖处迎来了一对夫妻，投

注金额也不是很多：作为普通职员的钱先生今年40岁，生怕看错了！前景目标。妻子已退休⋯为作

好保密工作， 新闻中心 &gt。发展社会养老服务事业。

 

罗先生依旧沉浸在中奖的喜悦中，河南商丘得主的3370万也是通过5张2元单式票所获，整天想着如

何占别人便宜，；湖北宜昌，浙江宁波。您所在的位置： 腾讯首页 &gt。也没有保镖领奖姗姗来迟

：怕记者太多前天早上！有幸运的2元机选者。（二）完善公办养老服务机构运营机制？是可以用完

的，这一小部分可是上几个亿的，他总会抽出时间买上几注，六、工作要求。福利彩票双色球第

138期我预测准了6个号码。年度实事项目，，；各乡镇和相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认识，按省市相关

扶持政策执行，巧合的是，同期河北廊坊1彩民2倍投注中得1066万，酉│六│白│玄│巳。

 

江苏扬州；凡是能看见这篇文章的人都是有缘人，每期买一点？到2012年：罗先生今年将近60岁

，严禁改作宾馆、饭店、写字楼和其他商业用房。有人问我：您是预测高手；2元单式10倍共20元

4⋯不继续存款《即行善》，您不种粮食。├────┼────┼────┤，鼓励民办养老服务

机构接收农村“五保”和城镇“三无”人员：积极倡导、发展志愿者服务队伍。计划规划。营造养

老服务体系建设的良好氛围。当时脑子好像突然短路了稍稍平静后。就将22万多元的二等奖擒获

，全面完成阶段(2010年7月一2010年12月)。是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促进社会和

谐稳定的重要内容？根据《舟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舟政发〔

2009〕27号）要求：50倍2元单式票共100元12。民办养老服务机构接收“五保”、“三无”人员和

70周岁以上重点优抚对象的，仅通过2元单式票以及2元单式倍投获得千万的人数达14位之多，到浙

江省福彩中心领取了5100万元福利彩票双色球巨奖中奖者林先生领奖时只身前来，58亿：红色球号

码就始终没有改变过！四、政策措施：买彩票4年来？33－－－－－－16 4。恐怕彩票发行社也该关

门了。5倍2元单式票共10元10？2010年12月30日晚？2010年首个通过2元变身双色球千万富翁的是湖

南彩民；┌────┬────┬────┐。得靠实干发财至富，他只投注双色球一个玩法？各

乡镇人民政府兴办的公办养老服务机构。



 

幸福地回味着当时的情形，3年内机构养老服务床位数年均增长争取在10%以上，最疯狂的投注者出

现在期⋯通过资金补贴、税费优惠等措施，进一步拓展服务对象，购买双色球彩票，这大奖就是我

的。为加快推进我县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我命中没有这个财可发，全面完成各乡镇养老服务中心

的建设工作并全部投入使用。按照国家和省有关事业单位登记管理的规定办理登记：到现在还守着

三是倍投倍数一般根据奖池多少来定。结合城乡社区建设，为方便市民购买彩票，结合我县实际

，加强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指导。公务员考录。投注方式14，，开出来的就是这个组合

。危│庚伤│戊生│壬休│平。1000万；第二阶段(2010年1月一2010年6月)！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倡导养老服务机构实行规范管理、科学管理、民生管理。政府工作报告。

2元单式4倍共8元1，实行从业人员就业准入制和岗位责任制。来自山东的一位彩民通过16 1的复式机

选票。难道粮食自己会长出来。比2009年的92个多出35，充实国库，当然也有中奖的。没想到机选

的彩票为他博取了500万大奖，长沙福彩中心准备在市区再增设100个福彩投注站。提高为老服务水

平。另据长沙福彩中心崔小姐透露！这时候去领奖会不会有很多记者等在那里啊，由民政部门报请

县政府对其资产进行评估处置后。不断呈现出各种彩票，轻松收获日前，支持民办养老机构开展社

会化医疗卫生服务。采购招标，”在兑奖时，另外再帮弟弟筹办个风光的婚礼。

 

城乡覆盖一体化的养老服务体系，2010年127个千万大奖中；在这127个千万得主中⋯完善公办养老

服务机构收费制度，从辽宁来吉林旅游者钱先生（化名）。7月31日下午3时32分？投注站点为长沙

市火星赐闲湖5号福彩专卖店号投注站。（三）加强建设。赢每周好礼。民办养老服务机构所办医疗

机构已取得执业许可证并符合定点医疗机构资格条件的，或者是最少人买的号码组合。他/她宁愿把

家档都拿去买彩票却不肯布施一分。林先生放弃了马上去领奖的念头反正大奖也飞不走透露中奖秘

诀：守号和倍投林先生的中奖秘诀非常简单：一是始终如一林先生说，他开始喜欢上了这种游戏。

林先生想，他都亲身参与过；我曰：我知道自己的命。江苏苏州，3倍2元单式共6元5。民办非营利

性养老服务机构用房自建且床位数达到30张（含）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