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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顺 88发，顾名思义，一款画面
与玩法均以数字 6 和 8 为主题设计
而成的数字达人双联彩票。 票面设计
简约而不简单，彩票主题名称巧妙使
用单一的红、白色，简约的设计风格
在突出主题的同时还与整体票面相
呼应，可谓独具匠心。 画面风格时尚
简约，黑色渐变放射背景效果极富质
感，主体数字作为玩法区使用，色彩
丰富，立体感十足。 黑色放射票面背

景与视觉冲击力极强的彩色数字相
结合，加以炫丽星星适当点缀，整体
画面独具风致与格调。

本款彩票以彩民熟知的卡通玩
法为基础，刮出指定的号码和图符即
可中奖。 双联票面、四个中奖图符的
设置使得中奖组合丰富多样，玩法乐
趣多多，同时兑奖直观明了，玩法与
整体画面主题高度契合。

该彩票面值 10 元， 头奖 25 万

元，奖级 11 级，返奖率 65%，中奖面
32.08%。

游戏规则：刮开覆盖膜，如果刮
出号码“ ”或“ ” ，即可
获得该号码下方所对应的奖金；如果
刮 出 “ ” 图 符 ， 即
可获得该图符下方所对应奖金的 6
倍；如果刮出“ ”图符，即可获
得该图符下方所对应奖金的 8倍。 中
奖奖金兼中兼得。 （刘畅）

一 周 中 奖 情 况
（2018.12.10-2018.12.16）

电脑福利彩票七乐彩上周
全国中出一等奖2注， 奖金总额
418万元。 山东省中出一等奖1
注，在淄博市中出。 二等奖全省
中出21注。 日照市中出三等奖4
注，37110028投注站中出三等奖
3注、37110134投注站中出三等
奖1注。

双色球上周全国中出一等
奖45注，奖金总额27635万元。 山
东省中出一等奖2注， 分别在淄
博市和泰安市中出。二等奖全省
中出27注。 日照市中出三等奖3
注，37110091投注站、37110126投
注站和37112250投注站各中出
三等奖1注。

3D上周全省中出单选奖
9128注，组选三奖2180注，组选
六奖9115注。 日照市中出单选奖
251注，组选三奖55注，组选六奖
288注。 日照市37112282投注站
中出单选奖90注，37110216投注
站中出单选奖20注，37110013投
注站中出单选奖10注。

群英会上周全省中出总奖
金9099万元，日照市中出总奖金
438万元。

中福在线岚山万斛路销售
厅上周中出“连环夺宝”大奖25
万元。

（财务部）

为扩大中福在线视频彩票的
社会知名度和影响力，募集更多的
公益金支持福利事业，同时为感谢
广大彩民朋友一年来对日照中福
在线视频彩票的关心、 支持和厚
爱，值此 2019年元旦来临之际，日
照市福彩中心特开展“情暖冬季，
乐享好礼”迎元旦回馈活动。

一、活动主题
“情暖冬季，乐享好礼”
二、活动时间地点
2018年 12月 20日至 29日，

共 10天。 在日照市中福在线海滨
六路、莒州路、岚山万斛路和东关
南路销售厅开展。 莒县振兴东路

厅活动时间 2018 年 12 月 17 日
至 31日，共 15天。

三、活动资金
本次活动资金共 100000元、

加油卡 4000 元。 每厅分配资金
20000元， 莒县振兴东路厅资金
为 20000元和 4000元加油卡。

四、活动方式
各销售厅在连环夺宝或高尔

夫游戏中， 每天单次中得 50000
分（含）以上的彩民，由工作人员
进行拍照、登记（注：当中出得分
低于当前中奖分数登记排名的，
工作人员将不再拍照登记）。各厅
每天依据中奖分数的高低依次选

出一等奖 1名、二等奖 2名。活动
期间如中奖分数出现重复则履行
“先中先得”的原则。 一等奖奖品
为面值 1000元（含卡费）投注卡，
二等奖奖品为面值 500元（含卡
费）投注卡。莒县振兴东路厅活动
前 5天一等奖奖品为价值 400元
的加油卡， 二等奖奖品为价值
200元的加油卡。

怎么样， 本次回馈活动是不
诚意满满？ 各位彩民朋友抓紧抓
住这年前最后一次回馈活动，在
2018年末尽情玩中福在线，开心
揽幸运大奖吧！

（杜梦芹）

情暖冬季，乐享好礼
———日照中福在线迎元旦回馈活动温暖来袭！

2018 年 12 月 9 日， 双色球
2018144期开奖，红球摇出开奖号码
08、13、17、18、20、27，蓝球则开出遗
漏 10期的奇数 13。

当期双色球开奖， 全国爆出 1
注一等奖， 单注奖金 1000万元；爆
出 117注二等奖，单注奖金 24万余
元。 其中日照继 2018140期中出一
注二等奖后， 本期再次喜中二等奖
1注，奖金高达 241814元。

本次中奖的幸运站点是莒县果
庄镇驻地的 37112265号投注站，而
中奖彩票是一张 8元 4注的自选单
式票，是的，你没看错，就是投入 8
元喜中 24万元大奖，真是运气好到
爆棚！

12月 11日，小编在兑奖室见到
了这位“运气爆棚”的幸运彩民———

憨厚实在的李大哥（化
姓）， 更令小编羡慕的
是，这位李大哥还是一
位新手彩民，买双色球
才一年多， 就喜中 24
万多元，真是让小编羡
慕嫉妒却没有恨啊！
“我 50多岁了，平

时就在村里中大棚，我
是去年 9 月份才从表
弟那里听说有双色球
这种彩票的，2 元一
注， 不仅有机会中大
奖，还可以帮助需要帮
助的人。 ”李大哥跟小
编打开了话匣子，“从

那以后，我每次去镇上办事，都会专
门去投注店里买上几注， 我平时也
比较忙，加上对选号也不懂，从开始
买双色球就一直买这 4注， 一年多
都没有变过，没想到这就中奖了。 ”
说到这，李大哥不好意思地笑了。

李大哥这次是在儿子的陪同下
来领奖的，说到奖金的用途，李大哥
说：“昨天都跟家人商量好了， 准备
从这些奖金中拿出 5万元， 改扩建
一下自家的大棚， 剩下的钱用来帮
儿子还房贷。 ”李大哥的儿子也对小
编说：“在爸爸的影响下， 我也买过
几期双色球，但没有坚持下来，回去
以后，我也还要继续坚持买，争取下
次也中个大奖！ ”

（杜梦芹）

双色球又中奖了！
莒县新手彩民守号一年
守出24万余元

“66顺88发”就是要你发！
12次中奖机会最高拿下250000元

日照市中福在线
欢迎广大彩友来厅体验娱乐
海滨六路销售厅地址:日照市海滨六路北首
莒州路销售厅地址:日照市莒州路天宁首府南沿街(天宁首府2号楼沿街)
东关南路销售厅地址：日照市东关南路与福海路交汇处东
万斛路销售厅地址:岚山万斛路中段(苏大姐火锅城北20米)) )
振兴东路销售厅地址:莒县振兴东路(莒州家园小区沿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