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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色球一周综述

扫码参与福彩活动

春回大地,气温回升,肇庆各大商品市
场也迎来了销售旺季，免费派发福彩“刮
刮乐”成为了很多商家开展促销活动的最
佳选择，市民在购物时再额外增添“免费”
中大奖的机会，相信大家一定不会拒绝。
近日就有一张由肇庆市端州一路的
44170214福彩投注站售出，装修公司送出
的福彩“刮刮乐”居然中了一等奖，奖金达
到了8万元。

今年首个“刮刮乐”一等奖

3月15日，福彩“刮刮乐-美梦成真”8

万元的一等奖被刮了出来，据中奖者透
露，这张彩票是装修公司送的，这是肇庆
市今年中出的首个“刮刮乐”一等奖，大奖
得主是一名年约40岁的女士。18日一大
早，中奖幸运儿刘女士（化名）兴奋的来到
肇庆福彩中心办理兑奖手续，她知道自己
中奖后，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

据了解，刘女士新房准备装修，参加
了一家装修公司的促销活动，获赠了一张
福彩“刮刮乐-美梦成真”，她在路上边走
边刮，刮开涂层后，从没玩过“刮刮乐”的
刘女士看了几分钟也看不懂到底有没有

中奖，就到附近一家福彩投注站咨询，销
售员仔细看着彩票，只见刮开区的号码是

“38、25、39”，中奖区的号码是“21至 30”，
其中“25”下方对应的奖金为“80,000元”，
经过再三核对，销售员高兴地向刘女士道
贺：“太幸运啦！恭喜您中了一等奖 8万
元，要到市福彩中心兑奖呢！”刘女士表示
很惊讶，直言当时头脑一片空白，不敢相
信自己中了大奖。

第一次玩“刮刮乐”

谈及这笔奖金的使用规划，刘女士

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松了口气说
道：“我平时有坚持购买福彩双色球的习
惯，而且经常能中些大大小小的奖金，
给平淡的生活增加了很多乐趣，但是即
开票之前并没有玩过，没想到福利彩票
还有这么多种玩法，真的太有意思了！”
至于奖金的规划，刘女士表示，这个大
奖是装修公司赠送的，会把一部分奖金
到该公司消费，用于自家新房子装修，
余下的慢慢再规划打算，以后会继续坚
持买福彩“刮刮乐”，希望能为自己带来
更多的幸运。

第2019031期
3月19日晚，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

戏进行第 2019031期开奖。当期双色球红
球号码为03、13、15、18、21、33，蓝球
号码为16。当期双色球头奖5注，单注奖
金为 942 万元。这 5 注一等奖花落 2 地，
江苏 2注，重庆 3注，共 5注。二等奖开
出119注，单注金额23万多元。其中，四
川中出 16注，排名第一。当期末等奖开
出748万多注。

当期红球号码大小比为 3:3，三区比
为 1:4:1；奇偶比为 5:1。其中，红球开出
一枚隔码 33；一组三同尾号 03、 13、
33；三枚斜连号03、13、21；一组奇连号
13、15；蓝球则开出16。

第2019032期
3月21日晚，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

戏进行第 2019032期开奖。当期双色球红
球号码为04、08、09、13、28、33，蓝球
号码为04。当期双色球头奖6注，单注奖
金为 878 万多元。这 6 注一等奖花落 5
地，上海 1注，江苏 2注，广东 1注，贵
州 1注，青海 1注，共 6注。二等奖开出
228注，单注金额12万多元。其中，山西
中出 123注，排名第一；上海中出 16注，
排名第二；深圳中出 11 注，排名第三；
广东（不含深圳）中出 8注，排名第四。
当期末等奖开出702万多注。

当期红球号码大小比为 2:4，三区比
为 3:1:2；奇偶比为 3:3。其中，红球开出
一枚隔码 04；两枚重号 13、33；两组同
尾号 13、33 和 08、28；一组二连号 08、
09；一枚斜连号04；蓝球则开出04。

第2019033期
3月24日晚，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

戏进行第 2019033期开奖。当期双色球红
球号码为09、15、19、21、23、29，蓝球
号码为 15。当期双色球头奖 22注，单注
奖金为 600万多元。这 22注一等奖花落 7
地，山西 1注，江苏 1注，浙江 1注，河
南 3 注，四川 4 注，陕西 1 注，深圳 11
注，共22注。二等奖开出224注，单注金
额 12万多元。其中，河北中出 39注，排
名第一。当期末等奖开出953万多注。

当期红球号码大小比为 4:2，三区比
为 1:3:2；奇偶比为 6:0。其中，红球开出
一枚重号 09；两枚隔码 15、21；一组三
同尾号 09、 19、 29；两枚斜连号 09、
29；一组三奇连号19、21、23；蓝球则开
出15。

当期全国销量为 3.85 亿多元。广东
（不含深圳）当期双色球销量为3691万多
元，高居第一。计奖后，双色球奖池金额
为 12.59亿多元，下期彩民朋友将有机会
2元中得1000万元。

我省2018年度视频票优秀销售厅
我市一销售厅上榜

2018年，广东省销售福彩视频票
31.92 亿元，筹集社会公益金 7.02 亿
元，为社会公益事业做出了积极贡
献。这些成绩的取得，与全省视频票
销售队伍的辛勤付出是分不开的，尤
其是一些销量好，形象佳的视频票销
售厅。

为树立榜样，表彰先进，根据《广

东省福利彩票视频票优秀销售厅年度
评比标准（试行）》（粤彩〔2013〕85号），
经评定，广东福彩公示了全省 36个销
售厅为“2018年度广东省福利彩票视
频票优秀销售厅”荣誉称号，公示时间
为 2019 年 3 月 22 日起至 3 月 28 日止
（共7天）。据了解，我市人民大道销售
厅榜上有名。

遵义彩民快乐购彩
获740万元双色球大奖

“快乐的购彩心态，良好的购彩习
惯，近 20年的购彩助我获得了人生中的
第一个超百万元大奖——双色球 740万
元头奖，由我机选，从而揽获。”这是中
得双色球第 2019027 期一等奖的获奖彩
民杨先生的感言。

在 3 月 10 日晚双色球第 2019027 期
开奖中，贵州遵义彩民杨先生凭借一张
10元机选单式票揽获大奖，售出站址为

桐梓县长征南路桥头福彩第 52022030号
投注站。

据杨先生介绍，他购彩近 20年，从
最初心态就很好，从来不受周围朋友购
彩负面情绪的影响，抱着少投入多参与
的想法，一直坚持快乐的投注。投注金
额不高，从最开始的 2元，到现在的 10
元，只要有时间都会买几注，他始终认
为投注不在多少，重在参与。小额投

注，爱心支持。相信，好运总是会降临
在有准备的人身上，购彩是杨先生做的
准备，大奖是杨先生收获的幸运。”

购彩当天下午，杨先生与朋友吃酒
结束，回家的路上，看到福彩店俩人自
然的走进了去，都是老彩友，喜欢轻松
简单的机选投注方式，这次，俩人就是
各机选 5注。很平常的一次投注，谁也
没想到这次的机选会中大奖。“当朋友通

知我中双色球一等奖时，我还不信，仔
细核对再三后才确定。确定中奖，就马
上通知了家人，一早就从桐梓往贵阳赶
来兑奖。”杨先生说。

“中奖了，这不是结束，而是新的
开始”杨先生说。以后还会继续买购福
利彩票，这已成为了他生活中的一部
分。10元机选，轻松随意，很适合如他
一般年龄大不爱研究号码的老人。

辽阳彩民一天三购彩
喜获3D奖金13万多元

“3D”是福彩游戏中一种经典的
数字型玩法，在古城彩市中享有很高
的知名度。“3D”玩法虽小，却因“小玩
法，大品牌，固定奖，天天开”的特点受
到购彩者追捧，为他们带去了许多欢
声笑语。 3 月 18 日，福彩“3D”第
2019070期开奖，辽宁省辽阳市幸运购
彩者张先生（化姓）中得 135200 元大
奖。

据了解，张先生是福彩的忠实粉
丝，一直对福利彩票情有独钟，双色
球、七乐彩、刮刮乐、“3D”各种玩法都
会买一些，虽说都喜欢但是也有比较
偏爱的，那就是“3D”玩法。他觉得

“3D”玩法比较多，选号比较简单，投
注时只需选择三个号码，很适合他这
种没有太多空闲时间的上班族。

谈到此次中奖，张先生表示有很
大部分是运气，他这三张中奖彩票出
自三家福彩投注站。“我那天在福彩

21100111 号投注站购买了 40 倍的彩
票之后，就要去找朋友吃饭，一边走一
边琢磨刚才选的号码‘7、9、8’，感觉越
来越好，当时正好路过福彩 21100287
号投注站便进去又购买了 40 倍的彩
票，第三张彩票是和朋友见面后，一起
去福彩 21100077号投注站购买的，这
还得感谢朋友，要不是他的劝说，最后
这 50倍彩票我也不会购买，也中不了
这么多的奖金”张先生乐呵呵的说。

虽然“3D”是一种小盘玩法，单注
最高奖金固定为 1040元，但它的玩法
上却有许多独到之处。有人喜欢它选
号简单的特点，有人欣赏其中奖率高
的特性，还有人钟爱玩法的多样性。
在与“3D”朝夕相伴的过程中，每个购
彩者都体验到了专属自己的快乐。

坚持理性投注，以一颗平常心参
与购彩，“3D”游戏就能为你带来无穷
的乐趣！

广东肇庆彩民首次刮码
中出“刮刮乐”一等奖8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