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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规则

福彩“刮彩票·抽豪车”活动仅剩一周时间
13位幸运彩民已成为豪车车主！

“兑奖了！兑奖了！”近几日，市福
彩中心兑奖大厅一片热闹。伴随着刮
刮乐“刮彩票·抽豪车”新年活动，刮刮
乐大奖也是层出不穷，一个接一个往外
冒，似有扎堆过大年的趋势。据悉，春
节期间，已诞生出6个头奖。1月29日，
永川彩民20元购买刮刮乐彩票“福满人
间”中头奖20万元；1月31日，“福票”
刮刮乐彩票头奖被长寿一彩民中出；2
月1日，铜梁一对好朋友15元合买刮刮
乐彩票“点球大战”，中出20万元；2月2
日，19岁男子花10元购买刮刮乐彩票

“蒸蒸日上”，一击即中，拿下25万元大
奖……这喜庆、这速度，2019年不牛都
不行！

最好的新年礼物
永川彩民买刮刮乐“福满人间”
中头奖20万元

你 能
想到的新
年礼物是
什么？张
女 士（化
姓）从 来
没有想到
自己的新
年 礼 物

里，竟然有一个20万元大奖。
1月29日中午，买完菜的张女士，如往

常一样走进投注站，将买菜剩下的零钱用
于购买刮刮乐彩票。“这是她的习惯，几乎
每天都会买完菜后来我们店里刮几张，已
经十几年了。”永川区三教镇三川路
40170012号投注站老板说道。刮刮乐品
种丰富，张女士喜欢换着种类购买，这次，
她花费20元买下了2张面值10元的“福满
人间”刮刮乐彩票，站在柜台前，和销售员
有说有笑地刮了起来。刮到最后一张时，
说话声突然停止了，只见彩票上赫赫写着
200000元！

长寿50岁阿姨的奖上奖
20元购买刮刮乐中20万元大奖

有 种 中
大奖的方式，
叫做买了中，
中了买，买了
再中，中了再
买 ……1 月
30 日 下 午
15:00，长寿
区时代中心
附近的福彩
大卖场，就上

演了这样神奇的一幕。
50岁的刘阿姨（化姓）花费20元，买下

4张面值5元的“点球大战”刮刮乐彩票，幸
运中出35元。随后，刘阿姨用奖金再次购
买了7张“点球大战”刮刮乐彩票，继续中出
15元。紧接着，她又用这15元买下了3张
面值5元的“福”刮刮乐彩票，一举拿下20
万元大奖。中得大奖的刘阿姨当即将彩票
抱在胸口，兴奋得久久说不出话来。

19岁大学生买下一张“蒸蒸日
上”刮刮乐彩票
瞬间拥有25万元

2月2日下午16:00，荣昌区昌州风情
步行街的福彩大卖场，中出“蒸蒸日上”刮
刮乐彩票头奖25万元。据悉，中奖彩民是
一名19岁的大学生，当时，他正和朋友一起
逛街，远远看见福彩醒目的标志，就和朋友
过来打算凑凑热闹。见彩民们刮得起劲，
自己便顺
手从兜里
掏 出 10
元 ，买 下
一 张“ 蒸
蒸 日 上 ”
刮刮乐彩
票 ，想 要
给自己一
份新年祝福。却不料，这一买就买出了25
万元大奖，轰动全场。

第二天，市福彩分中心还为其举行了
颁奖仪式。登上颁奖台的他表示，这笔奖
金首先会用于购买学习用品，其余则存入
银行，以后有需要时再取出来使用。

5.5元+9.5元=？
铜梁一对好朋友15元合买刮刮
乐中20万元

小刘（化
姓）和 小 陈
（化姓）是高
中同班同学，
大学放假回
到铜梁的他
们，时常聚在
一起玩耍。2
月 1 日，两人
一起去群龙
广场找另一
位朋友，结果没有找到，往回走的他们在路
上遇见了福彩大卖场，“身上也没多少钱
了，不如我们拿来买彩票吧，万一中了呢？”
小刘说道。随后，他和小陈各自掏出身上
全部的钱，小刘5.5元，小陈9.5元。两人把
钱合在一起，走向了彩票销售员。

两人买下3张面值5元的“点球大战”
刮刮乐彩票，其中一张中得50元。两人用
奖金付清了买刮刮乐的钱，并把剩下35元
也换成了7张“点球大战”刮刮乐彩票，但遗
憾皆未中得。正准备离开时，小陈出声提
醒道，“我们自己身上的15元还没用呢。”小
刘这才想起之前用的钱都是奖金。于是，
两人又买下三张“点球大战”刮刮乐彩票，
幸运击中20万元大奖。

2019年刮刮乐生肖票头奖中出
铜梁彩民接住25万元大奖

近日，小周（化姓）在铜梁区营盘路
40210003号投注站，花费500元购买刮刮
乐彩票“己亥猪-福猪拱门”，幸运中得头奖
25万元。这对于16岁就到重庆打工的小
周来说，是迄今获得过的最大幸运。更叫
人意外的是，购彩所花费的500元也是刮
刮乐奖金。

25 日 下 午 19:
00，小周和朋友约好
在步行街吃饭，到得
早的他，在附近闲逛
起来，看见彩票店热
闹，于是走了进去。
平常有空，小周都喜
欢去彩票店里离买
上2注双色球，断断
续续已有两年。这
次也不例外，他自选
了2注号码，想到当期双色球27日晚上才
开奖，便又花费50元买下了5张面值10元
的“己亥猪-福猪拱门”刮刮乐彩票，幸运中
出600元奖金。之后，小周再次用奖金中
的500元买下一整本“己亥猪-福猪拱门”
刮刮乐彩票，因此幸运拿下25万元大奖。

男子豪气买下两本刮刮乐彩票
过年
一举中出100万元大奖

俗话说大年初一开门红，当有喜事临
门。李先生（化姓）这一天则更是喜出望外，
惊获100万元大奖。据悉，2月5日，李先生
在铜梁区巴川镇民营街40210006号投注
站豪气买下两本刮刮乐过年，其中一张中得

“369”刮刮乐彩票头奖100万元。2月11
日，兴奋不已的他带着母亲和二爸二妈赶到
市福彩中心兑奖大厅兑取属于自己的大奖。

兑奖大厅内，二妈掏出中奖彩票交给
工作人员，“这不，他害怕上班把中奖彩票
弄丢了，所以中奖后就把彩票交给我保
管。”据了解，李先生是一名KTV工作人
员，春节期间，人们都在放假时，正是他工
作最忙碌的时候。2月5日晚上十点多，眼
看大年初一即将过去，
李先生想着新年新气
象，应该给自己多沾沾
喜气，于是打电话叫朋
友买来两本刮刮乐新
票，一本“369”、一本

“己亥猪-福猪拱门”。
不曾想，“369”刮刮乐
彩票刮到一半时，竟蹦
出个100万元大奖。

刮刮乐“己亥猪-福猪
拱门”中奖彩票

刮刮乐”福满人间“中奖彩票

刮刮乐“369”中奖彩票

刮刮乐”福“中奖彩票

刮刮乐“点球大战”中奖彩票

刮刮乐“蒸蒸日上”中奖彩民（右）
上台领奖

这速度！2019不牛不行！
重庆春节期间中出6个刮刮乐头奖

“恭喜璧山区彩民中得福特汽车一辆！恭喜
南川区彩民中得宝马汽车一辆！恭喜两江新区
彩民……”近日，重庆福彩刮刮乐春节活动火热
展开，每天一辆豪车相送引得彩民竞相购彩。刮
刮乐各大卖场，里三层、外三层被彩民围得水泄
不通，大家都希望借此机会一圆豪车梦想。据
悉，截至2月11日，已有13位幸运彩民抢先一步
斩获大奖，成为豪车车主。其中，南川区彩民气
势惊人，拿下3辆豪车；开州区彩民也不容小觑，
拿下2辆豪车。

在获奖名单中，尤为惹人注目的是6辆豪车
皆由新票中得。1月15日，伴随着2019年的开
启，刮刮乐彩票“369”、“己亥猪-福猪拱门”两款
新票也登陆重庆，在此次活动中表现不俗，成为
最易抽中豪车的中奖彩票。“369”刮刮乐彩票中
出2辆宝马汽车、1辆福特汽车，“己亥猪-福猪拱
门”刮刮乐彩票中出3辆福特汽车。市福彩中心
相关负责人表示，活动期间，最畅销的票种就是

“369”和“己亥猪-福猪拱门”两款刮刮乐彩票。
目前，活动仅剩一周时间，还剩9辆福特汽

车、3辆宝马汽车，想要成为豪车车主的彩民们
可要抓紧啦！

活动期间，每天送出1辆长安福特福睿
斯汽车（2019款自动质享型）。根据活动规
则，只要购买刮刮乐彩票，单票中奖20元以
上（含）且完成扫描兑奖，即可参与“每天一
车”汽车抽奖活动。抽奖将在每天的第二
天举行，从前一天00：00时至24：00时销售
系统内单票中奖20元（含）以上的中奖彩票
中，抽取汽车大奖得主。

活动将持续至2月19日，截至目前，已送
出11辆福特汽车，还有9辆正在寻找车主。

除此之外，更有 3 辆宝马汽车尚未抽
出。根据活动规则，活动期间，每4天设有1
辆宝马汽车。每轮抽奖将在第五天举行，
从前四天 00：00 时至 24：00 时销售系统内
单票中奖 20 元（含）以上的中奖彩票中抽
取。抽完之后，所有中奖彩票全部作废，不
参加下一轮抽奖。值得注意的是，在“每天
一车”抽奖活动中未中奖的中奖彩票须好
好保管，因为该中奖彩票仍有资格参与当
轮的“5辆宝马”汽车抽奖活动。

最后9辆福特、3辆宝马花落谁家？ “刮彩票 抽豪车”中奖名单
豪车

福特汽车

福特汽车

福特汽车

福特汽车

宝马汽车

福特汽车

福特汽车

福特汽车

福特汽车

宝马汽车

福特汽车

福特汽车

福特汽车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时间

1月31日

2月1日

2月2日

2月3日

2月4日

2月5日

2月6日

2月7日

2月8日

2月9日

2月10日

彩票信息

J0353-18111-0184283-129-好运十倍

J0568-17034-0242666-111-福运红包10

J0580-17066-0292069-106-福彩三十周

J0353-17119-0470971-105-好运十倍

J0634-18118-0255970-120-“369”20元

J0638-18146-0146218-106-己亥猪20元

J0634-18118-0250559-110-“369”-20元

J0462-18095-0111807-164-5倍惊喜

J0575-17071-0075108-102-金玉满堂20

J0634-18118-0271391-114-369-20元

J0638-18146-0139436-111-己亥猪20元

J0302-18071-0319576-152-百发百中

J0638-18146-0156815-107-己亥猪20元

兑奖站点

50243901

50193016

50373093

50273053

50233019

50273032

50063998

50183014

50153020

50273032

50173066

50323072

50323088

兑奖时间

2019-01-31 09:33:40

2019-02-01 21:02:15

2019-02-02 11:08:05

2019-02-03 16:45:53

2019-02-01 09:01:03

2019-02-04 22:00:29

2019-02-05 16:48:40

2019-02-06 10:22:21

2019-02-07 15:58:05

2019-02-07 17:08:17

2019-02-08 17:57:03

2019-02-09 17:09:40

2019-02-10 20:06:35

区县

璧山区

綦江区

两江新区

南川区

荣昌区

南川区

江北区

长寿区

江津区

南川区

永川区

开州区

开州区

兑奖金额（元）

20

50

20

30

40

20

20

50

20

60

40

20

40

江北区观音桥刮刮乐大卖场被人群包围 夜幕降临，江北区观音桥刮刮乐大卖场购彩氛围依然火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