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肇庆 08028体彩店

投注方式
基本投注赠

送彩票

追加投注赠

送彩票

6+3复式 4元 6元

7+3复式 12元 18元

8+3复式 42元 63元

9+3复式 120元 180元

10+3复式 336元 504元

链 接

排名 单票中奖奖金

1 497,516,160

2 439,298,942

3 300,096,900

4 269,430,327

5 267,542,300

期号

14090

22071

19041

20104

15008

中出地

山东淄博

广东肇庆

山东泰安

浙江舟山

湖北武汉

6 256,222,850 12074 江苏苏州

7 248,061,510 11101 湖北武汉

8 214,218,040 16085 江苏苏州

9 183,393,396 13017 广东中山

10 180,000,000 19043 青海西宁

11 172,728,160 15041 四川成都

12 168,641,100 11074 重庆江北

13 144,838,476 19146 山东枣庄

14 128,494,930 20028 广东深圳

15 124,593,070 21050 四川成都

16 117,302,040 15020 湖北恩施

17 117,140,790 22015 江苏苏州

18 116,991,580 14149 江苏徐州

19 111,626,160 19026 江苏盐城

20 105,070,680 21139 福建泉州

21 102,629,700 12144 安徽蚌埠

22 100,000,150 19069 江苏南京

4.48亿实体店代销者：

量力而行 理性购彩

姻专题撰稿 艾禾
在 6月 25日超级大乐透第 22071期开奖中，全国中出 65注一等奖。其中，基本投注 12注，单注奖金 530万元，分落江苏（4注）、安徽（3

注）、贵州（3注）、浙江、云南；追加投注 53注，分落广东（47注）、江苏（4注）、辽宁、黑龙江。广东肇庆 08028体彩店中得 47注一等奖，出自 2张
彩票，一张为 46倍投注的 138元单式追加倍投票，单票奖金 4.39亿元，另一张是 5注 15元的单式追加票，单票奖金 954万元，总奖金达 4.48
亿元。当期开奖号码为：前区 09、15、19、25、29，后区 08、09。

当期开奖后，肇庆 08028体彩店成为购彩者关注的焦点，该店代销者曾女士在庆祝大奖中出的同时，也提醒购彩者理性购彩。此外，当期其
他中奖者陆续领奖。

■2022年 7月 5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 /于彤 ■美术编辑 /张俊峰12 中国体彩报

4.48亿出奖实体店受关注 大奖得主陆续领奖

大乐透爆出 65注头奖之后……

数字彩

08028 体彩店位于广东省
肇庆市端州区柑园北路 17 栋
102号袁6月 25日中出 47 注大
乐透追加一等奖后袁 成为购彩
者关注的焦点遥 代销者曾女士
一边庆祝大奖的诞生袁 一边提
醒购彩者要理性购彩遥

肇庆 08028 体彩店开业至
今 27 年袁不仅历史悠久袁还是
中奖福地袁 曾于 2009年中出 7
星彩 600万元大奖遥 店内购彩
者以附近的老街坊和路过的市

民为主袁 很多购彩者认为超级
大乐透一等奖奖金高袁小奖多袁
游戏更好玩袁 对中奖的期望值
很高遥 代销者曾女士也经常提
醒购彩者袁 虽然一等奖的奖金
高袁但毕竟是概率游戏袁投注还
是需要理性遥 因此袁店内的销量
一直比较平稳遥

曾女士说院野体育彩票是国
家公益彩票袁 我干的是公益事
业袁 维护体彩理性形象是我的
责任遥 肇庆市体彩中心也经常
到店对我们进行责任彩票理念

宣贯袁 要求我们引导购彩者理
性购彩袁 我很开心能为体彩的
理性健康发展贡献一份力
量遥 冶

市民徐先生说院野购买彩票
只是娱乐袁 最重要还是保持好
心情袁我住在附近袁买彩票有十
年了袁一次买 8 至 10 元袁虽然
很少中奖袁但是很开心袁毕竟也
是为国家公益事业作贡献嘛遥 冶

曾女士说院野6 月 25 日晚袁
我通过销售终端机得知自己的
店中出 47注追加一等奖后袁十
分高兴袁 马上联系设计公司制
作了中奖横幅尧中奖海报袁张贴
在体彩店醒目的位置遥 第二天
很多街坊尧购彩者过来袁有些是
想了解一下中奖者是谁袁 有些
是过来购彩想来沾一下喜气袁
希望自己也能中大奖遥 冶市民罗
先生笑着说院野我听说有人在这
里中了大奖袁 特意跑来沾一沾
喜气袁 一般有时间或者有感觉
时就会过来买袁量力而行吧袁花
几十元至一百元袁 中奖了是好
事袁不中奖也是作公益遥 冶曾女
士面带微笑提醒着购彩者袁要
量力而行袁理性购彩袁彩票只是
娱乐袁而不是赚钱的途径袁切勿
沉迷遥

本次中出的 4.39亿元大奖
是超级大乐透今年爆出的第 2
个亿元大奖袁 也是历史上中出
的第 22个亿元大奖袁 排名第 2
位袁仅次于 2014年山东淄博购
彩者中出的 4.97亿元遥

辽宁大连：

6元机选票命中 954万
在大乐透第 22071 期开奖中袁

辽宁大奖 90后小夫妻中得 1注 954
万元追加一等奖袁中奖彩票是一张 2
注号码尧6元投入的单式追加票袁其
中 1注号码命中奖号遥6月 27日袁二
人来到辽宁省体彩中心兑奖遥

中奖者李女士是大连本地人袁
专注机选袁 当期也不例外遥 6月 26
日袁她路过一家体彩店袁进去机选了
2注大乐透并进行了追加投注遥 当
晚袁她用手机查看开奖信息袁先是核
对后区两个号码袁 发现与中奖号码
一致袁 就赶忙告诉老公中奖了遥 接

着袁她又继续核对前区号码袁发现完
全吻合遥二人多次核对开奖结果后袁
终于相信真的中了一等奖遥

李女士说袁野中奖靠运气袁 买彩
票不要总想着中大奖袁 我每次都是
机选几注遥冶这笔奖金对于李女士小
两口来说是喜上加喜袁 因为他们准
备在 7月份举办婚礼袁 这笔奖金可
以说是最好的新婚礼物遥

野我以后会继续支持体彩袁 同时
希望大家也都能中大奖浴 冶李女士说遥
野以前看大奖新闻袁我总觉得是假的袁
这回我来领奖袁原来大奖是真的浴 冶

6月 27日一早袁江苏无锡中奖
者魏女士现身领奖遥 她带来的中奖
彩票是一张 10+2 复式票袁 中得第
22071期大乐透一等奖 1注尧 四等
奖 25注尧六等奖和八等奖各 100注
以及九等奖 26 注袁 单票总奖金
540.21万元遥

据魏女士介绍袁 她购买大乐透
已经好几年了袁最开始是机选号码袁
熟悉了玩法规则后转买复式票袁因
为她觉得复式票中奖概率更高一

些遥 说起当期广东肇庆购彩者中得
的 4.39亿元大奖袁 魏女士表示袁羡

慕是肯定有的袁 但自己能中一等奖
也很开心遥

目前袁江苏体彩正在针对大
乐透开展 野买指定复式 不中也
有奖冶 活动遥 活动期间袁凡在省
内体彩店购买大乐透指定复式
票且未中奖 渊多倍票按倍数计
算袁多期票不参加冤袁购彩者可凭
彩票至省内任一体彩店兑付赠
票遥具体投注方式及对应赠票金
额如下院

江苏无锡：

10+2复式票中奖 540万

附：超级大乐透亿元大奖排行榜

代销者曾女士

奥运冠军尧辽宁省体彩中心副主任孙福明为 954万元中奖者颁奖

中奖彩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