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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合买团斩获
双色球567万元大奖

10月27日晚，中国福利彩票
双色球游戏第2019123期开奖，厦
门中出1注559万元的超值一等
奖。据悉，中奖彩票是一张8+2复
式票，除中得1注559万元一等奖
外，还中得1注3 . 8万元的二等奖
和一些固定奖，共计获得奖金567
万元！第二天下午，一支合买团在
站主林元添的带领下热热闹闹地现
身省福彩中心领奖。在现场，他们
笑容满面地表示，这组中奖号码仅
守了8期就中得了大奖！可真谓是
遇“8”就发呀！

此 次 中 出 大 奖 的 福 彩
35021118彩站坐落于厦门市思明
区洪文六里 169 号，站点业主林
元添已经经营四五年了。“站点去
年有次还中出过5注二等奖呢。”
他在领奖现场高兴地说道，“现在
合买购彩越来越流行了，为了方便
彩民，我每期也都会组织合买，号
码一般都是我来选，也就是凭感觉
吧，中不中奖还是看大家的运
气。”

10月27日下午，林元添照旧
在彩友群里发了3组8+2复式号
码，共计336元，并被分成了12
股，每股28元。彩友们陆陆续续
开始一人1股地认购，有一人买了
2股，最终一共11个彩民顺利拼
团。“每期都是凑够了才算是合买
成功，如果凑不够就下期再说，佛
系拼团呗。”林元添笑着解释道，
“谁也没想到，这3组号码刚守了
8期就中大奖了，真是遇‘8’就
发呀。”

当晚，站点业主林元添是第一
个发现中奖的人。“他对奖的时候
手都在发抖。”领奖现场，一旁的
妻子忍不住打趣道，“哎哟，他一
下子头晕眼花的，一连对了好几
遍，才算是看清楚了。”

确认中奖后，林元添立马把这
一好消息发到了彩友群里。群里立
马炸开了锅，参与合买的彩民激动
万分。一同来领奖的合买团代表赵
先生（化姓）回忆道：“我还以为
他开玩笑呢，一直都不敢相信，所

以大晚上的干脆就跑到站点去确
认消息。我亲眼看到他的表情，
才敢相信是真的，我们真的中大
奖了！567万！”

第二天下午，林元添就带着
几名合买团代表赶到省福彩中心
兑领了大奖。“人生能中几回大
奖呢？这经历太难得了，所以就
跟着过来看看。”领奖现场，彩
民们笑着说道。

据福建福彩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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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活 服 务生 活 服 务

低价大车抽粪高压
疏通2995942

疏通·补漏·安装疏通·抽粪

2303860优质的服务
合理的收费好日子搬家

桂福搬家 5582230搬厂起重
区内市县往来

空气能专业拆装维修
加氟清洗等 3966588老兵空调

精修空调洗衣机
电视冰箱热水器环球冷气 5838779

家电·家具维修

优价疏通北门 2929051 七星 5868598
瓦窑 3619398 秀峰 2881068

疏通改道抽粪市内 15295882537
市区 18877316326卷闸门·电动门

胜利卷闸门厂手动电动门制作
维修 13977358532

诚信卷闸门厂手动电动门制作
维修 15977338056

择 优惠多多 用爱心做好火锅 憎 2828198
叠彩区站前路联发乾景广场(停车场入口处)

重庆刘一手心火锅广西总店

品 牌 推 荐

开
票

厨厕马桶管道改道
补漏水电打孔抽粪疏通 2883818

铁西 3811716 北门 2611991
七星 5818352 秀峰临桂 2832551低价疏通

大车 80 元起
小车 60 元起大运搬家 3635037

富邦搬家 5636788搬厂 搬设备
洗地毯，外墙

福达搬家搬厂起重空调液压升降车
南区 3820890 北区 2602277

搬家·搬厂

吉庆搬家 3870707损坏赔偿
绝不乱加钱

远达 5888889搬家（厂）免费提供箱袋
大中型工场劳工调配

象山搬家 3822222起重、搬厂
叉车出租

高价回收电器、家具、厨具、宾馆、酒
店仓库存货等 15807733846

旧货回收

家政·清洁

微笑清洁外墙室内、钟点、油烟机、水电
13647730685、18174177611抵押低息贷款 18677395925

借贷担保

疏通·补漏·安装防水补漏

桂林神全防水补漏材料厂
专接高难度防水补漏工程；新楼房防
水降温工程；卫生间免拆补漏；外内墙
防水新涂料，欢迎各房产商，装修公司
战略联盟。本厂发明生产专卖，上门服
务一步到位，诚信企业，认准神全。
www.gxshenquan . com 全厂长 13077601275

补漏大王鑫楼人
天漏地冒都不怕

憎 0773-3810 291
136 0773 8338
公众微信：bldw8338

通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ISO9001：2015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不漏水再付款水电泥工
腻子退伍军人工商注册补漏 2868837

工商注册退伍军人水电
腻子泥工不漏水再付款防水 2820386

旅游部招租
桂林市内五星级

酒店旅游部招租

憎 13707830593

半球搬家获“行业十佳”称号
拆装空调 2606628

象山 3882519 瓦窑 3613296
秀峰 2827118 七星 5811768疏通抽粪

龙脊花海寻合作伙伴
手续齐全，基础完善 18577360897

招商·加盟·专卖

租 转 信 息

维修
回收空调拆装 15277307272

定做沙发
布套、软硬包沙发翻新 13367733516

沙发翻新皮沙发、海绵垫、布
套、维修 18007877699

维修加氟
加管清洗空调移机 15994683893

桂北搬家专业搬钢琴、搬家
搬厂、市县往来2612891房 产 信 息

噪九岗岭高一楼，面积 61 平方
米，二房一厅一卫两阳台，精装
修，三面采光，售 59 . 5 万元。

联系电话：13397736068

整栋房屋招租
安新洲北区一品鱼旁

500m2，4 层整栋房屋

价格面议，适合各类行业

憎 18677326281 赵

遗 失 声 明
噪周子杰遗失士官证，证号：
20100099435，声明作废。

临街大楼出租
中山北路虞山公园对面 3700m2

独栋大楼出租，已装修，一楼临

街大楼，层高 5 米，有停车场。

电话：13978376243 李

噪灵川县途安车队遗失灵川县
工商行政管理和质量技术监督
局于 2014 年 12 月 8 日颁发的营
业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噪文年松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
册号：450304600033275，声明作废。

噪王念俊遗失桂林大龙投资有
限公司开的大龙会费收据，收据
号：1278144，声明作废。

低价疏通抽粪七星 5861219 象山 3817569
秀峰 3639223 北门 8994622

大环卫车抽粪低疏
价通 2932686

抽粪改道瓦窑 3611670 七星 5806389
水管钻孔秀峰 3898628 象山 3812798疏通

大巴出售
本公司优惠出售省际旅游牌桂林大
宇大巴 35-55 座车型一批(年限为
2009 年-2013 年)价格优惠。联系人：
唐先生 15177308880、0773-5613566

生 活 服 务汽 车 服 务

“圆梦双色球 一起做公益”

福彩双色球近期将开展主题营销活动
据了解，福彩双色球将于近期开

展“圆梦双色球 一起做公益”主题
营销活动。参与线上答题活动将获得
抽奖机会，有机会获得双色球彩票体

验券、助力扶贫机会和实物奖品等。
双色球彩票体验券可到线下指定福彩
销售场所兑换成双色球彩票。爱心扶
贫金将在活动结束后，由活动承办方

以活动参与者的名义捐给指定的扶
贫项目。

据广西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体彩大乐透
开出6注一等奖

10月28日，体彩大乐透第2019123期开
奖，前区开出号码“03、13、15、26、30”，
后区开出号码“05、12”。本期是新规则上市
后的第105期开奖，以2 . 73亿元的全国发行量，
为社会筹集彩票公益金9842万元。

本期全国共开出6注一等奖。其中，2注为
追加投注一等奖，单注奖金1800万元（含800
万元追加奖金），4注为基本投注一等奖，单注
奖金1000万元。2注追加投注一等奖分落上海、
浙江，4注基本投注一等奖分落贵州、河北、四
川和云南。

数据显示，上海中出的1800万元追加投注
一等奖出自闵行区，中奖彩票为一张63元“7+
2”复式追加票，单票擒奖1803万元。浙江中出
的1800万元追加投注一等奖出自义乌，中奖彩
票为一张756元“10+2”复式追加票，单票擒奖
1809万元。贵州中出的1000万元基本投注一等
奖出自遵义，中奖彩票是一张10元5注单式票。
四川中出的1000万元基本投注一等奖出自成
都，中奖彩票是一张10元5注单式票。云南中出
的1000万元基本投注一等奖出自昆明，中奖彩
票是一张10元5注单式票。河北中出的1000万元
基本投注一等奖出自沧州，中奖彩票是一张336
元“8+3”复式票，单票擒奖1082万元。

对比可见，由于采用了追加投注，来自上
海、浙江的幸运儿在一等奖方面多拿了80%奖
金，使得单注一等奖奖金达到了1800万元。二
等奖中出100注，单注奖金37 . 98万元。其中29
注为追加投注，每注多得奖金30 .39万元。追加
后，二等奖单注总奖金为68 .38万元。

奖池方面，本期开奖结束后，23 .25亿元滚
存至10月30日（周三）开奖的第2019124期。

旺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