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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 B06

有 幸“ 福” 更 精“ 彩”

福彩来了

2018 年福彩
牵手·助圆大学梦活动
正式开启

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你，是否会眼睁
（一）申请资助者可向各区县（市）民政
睁地看着梦想因为经济而折翼？不要放弃， 局、关工委提出申请，并填写资助申请表（向
因为“福彩来了”！7 月 10 日“福彩牵手·助圆
各区县（市）民政局、关工委领取或者登陆宁
大学梦”活动真情开启，你的大学梦，福彩帮
波福彩网下载）。
你来圆。
（二）申请者需提供大学录取通知书、户
一、
活动时间
口本原件和复印件、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留
2018 年 7 月 10 日至 2018 年 8 月 20 日
存）、低保或低边证原件和复印件，其中资助
二、
资助对象
申请表需由当地民政局或者当地乡镇（街道）
（一）宁波市 2018 年考上大学并被录取的
政府盖章，
签字。
新生。
（三）符合规定并通过各区县（市）民政低
（二）家庭经济困难：低保家庭或低边家
保系统审查的资助名单将在媒体和宁波福彩
庭。
网公示。
（三）自愿接受公开资助。
（四）受助人统一需提供宁波银行储蓄卡
三、
资助标准
（复印件）一张，要求该卡开户人与受助人姓
每人资助人民币 8000 元和一个拉杆箱。
名一致，资助资金由宁波市福利彩票发行中
四、
资助程序
心统一发放到受助人的宁波银行储蓄卡。

临时球迷
“换乘”
福彩活动末班车
幸运中得 763 万元大奖

2018 年 6 月 12 日至 2018 年 7 月 5 日，浙
江福彩推出了“双色球”
买“28 送 6”
活动，深受
广大彩友的喜爱。这不，资深彩友马先生（化
姓）赶在“双色球”第 2018077 期，也就是活动
的最后一期，幸运地将 763 万元大奖收入囊
中。
2018 年 7 月 6 日下午，当期开奖后的第
17 个小时，马先生携家人现身宁波市福彩中
心，
办理了兑奖手续。
也许是有些紧张，马先生坐在兑奖大厅
的角落里，低头摆弄着手机，翻看社交群里发
了点什么最新消息。翻着翻着，他的嘴角开
始微微开始上扬，即使把头扭到了靠墙的一
边，工作人员还是听到他笑出了声。
“ 不瞒你
说，我笑了一夜。”中得大奖是人生中的一大
喜事，在工作人员眼里，这位普通得不能再普
通的中年男子，一直努力克制着自己的情绪，
他知道，现在有比开怀大笑更重要的事情：让
好运落袋为安。
“彩票嘛也买了十多年了，这次中得这么
大的奖，也算圆满了。”在办理兑奖手续的过
程中，马先生告诉工作人员，自己接触彩票十
多年，福彩与体彩都在买，虽然特别喜欢“双
色球”和“大乐透”这类以低投入去搏大奖的
乐透型玩法，却从来没有过“以小搏大、发家
致富”之类的不良博弈心理，对每期购彩投入
更是严格控制，
从来都没有超出过 50 元。
6 月，让无数球迷苦等四年的世界杯终于
到来，对于“临时球迷”马先生而言，啤酒、烧

烤和足彩不仅是看球时的标配，更是朋友之
间的交流感情的载体。因此在世界杯期间，
他把购彩的预算全花在了足彩上面，原本一
直在买的
“双色球”
也就被搁置了下来。
“我看好德国、阿根廷、葡萄牙、荷兰这些
球队，但‘隔行如隔山’啊。”说到这里，马先生
略带自嘲地表示，虽然投入的钱不多，但好歹
也是辛苦赚来的，阿根廷被冰岛逼平、葡萄牙
被伊朗逼平、哥伦比亚被日本爆冷、德国更是
历史性地输给了韩国……在接连的打击下，
马先生还寄希望于全攻全守的荷兰队能为他
打破“零”的记录，直到小组赛结束，他才发现
荷兰压根没去俄罗斯。
到了淘汰赛，马先生还是一路黑，好在压
对了巴西的一场，
让他得以初尝胜绩。大概是
觉得自己在买足彩上实在没有天赋，
7 月 5 日，
他又走进阔别已久的福彩代销点，
看到贴在墙
上的活动海报后，
便买了一张
“7+2”
复式票。
“之前我不怎么买复式票，但看到这个活
动后，我就下决心买了。”马先生说，当时他看
中这个活动没有什么花里花哨的东西，买了
这张 28 元的复式票后马上能再拿到面值 6 元
的福利彩票，才是真正的实惠。而这组为他
带来 1 注一等奖、1 注二等奖和若干固定奖的
号码，则是自己之前一些中意的号码的组合。
那么领完奖后，马先生最想做的事情是
什么？面对工作人员的提问，马先生微微一
笑，表示要先去看看没有世界杯的俄罗斯，感
受下异域风情。

各销售厅地址及电话：

宁波
“中福在线”
夏日感恩
火热进行中

南苑销售厅厅

87095088

宁波市海曙区灵桥路 2 号南苑饭店 3 楼连廊

奉化销售厅

88689956

奉化市中山东路 15 幢 1 号

北仑销售厅

86857188

宁波市北仑区明州路 789 号

百丈销售厅

87973595

宁波市百丈东路 8 号嘉汇国贸大厦三楼 323

江北销售厅

87102122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路 132 号外滩银亿大厦 216

余姚销售厅

62781818

余姚市富达广场 B 区 15 号

宁波“中福在线”夏日感恩回馈活动正火热进
行中，单张一次性退卡 10 万分（含）以上者，除赢得
正常奖金外再送 200 元中福在线代金券 1 张，单张
一次性退卡 20 万分（含）以上者，除赢得正常奖金
外再送 200 元中福在线代金券 2 张，以此类推，50
万分封顶，送完为止。
注：本次活动具体内容请询全大市各代销点
海报。

宁海销售厅

65258085

宁海西子国际广场 3 幢（3-8）

象山销售厅

65006199

象山县山港路 888 号宁波四季佳利大酒店一楼

慈溪销售厅

58586588

慈溪市教场山路 188 号

宁南北路销售厅

83067852

鄞州区宁南北路 917 号

港隆销售厅

87208836

江南路与沧海路交汇处港隆时代广场 9 号楼 102 室

镇海销售厅

86659618

镇海区慈海南路 600 号曙光丽亭酒店一楼

食品街销售厅

88132189

鄞州区石碶街道食品街 35 号（洛兹购物中心）

西城销售厅

87055870

宁波市丽园北路 886 号西城商业广场二楼 53 号 2-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