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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脑型中国体育彩票全国联销

“排列

3

和排列

5

”第

12347

期 排列

3

中奖

号码：

419

，全国中奖注数

5338

注，每注奖

额

1000

元；排列

5

中奖号码：

41961

，全国

中奖注数

15

注，每注奖额

10

万元。

●

电脑

体育彩票“

22

选

5

”第

12347

期开奖号码：

01

、

06

、

10

、

12

、

22

，一等奖

19

注，每注奖额

31306

元。

●

“超级大乐透”电脑体育彩票

12149

期 开 奖 结 果 ：

02+10+23+33+34�

05+10

，一等奖

2

注，每注奖额

500

万元，一等

奖（追加）

2

注，每注奖额

300

万元，二等奖

39

注，每注奖额

83375

元，二等奖（追加）

13

注，

每注奖额

50025

元。 大乐透·幸运彩开奖结

果 ：

02+10+23+33+34� 05+10

， 一 等 奖

18761

注，每注奖额

60

元。

●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云贵川联销

“天天乐”（

22

选

5

） 第

2012347

期开奖结

果：

12

、

21

、

08

、

20

、

13

。一等奖

1

注，单注奖

金

25534

元。

●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

联销“

3D

”第

2012347

期开奖结果 ：

576

，

单选

21696

注，单注奖金

1000

元。组选

3

，

0

注，单注奖金

320

元。组选

6

，

43322

注，单

注奖金

160

元。

●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

国联销 “七乐彩” 第

2012149

期开奖结

果： 基本号码：

01

、

09

、

17

、

11

、

20

、

02

、

04

，

特别号码：

03

。特别奖

0

注，单注奖金

0

元。

一等奖

0

注，单注奖金

0

元。二等奖

10

注，

单 注 奖 金

37466

元 。 奖 池 累 计 金 额

4894823

元。（备注：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

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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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商报 官博报料

昨日，在416医院，张平既要照顾昏迷

不醒的丈夫，又要抽空喂3个月大的儿子吃

奶。她说，这10多万元是一家6口的全部希

望，原计划明年重操旧业开个小饭馆，如今

一切都成了泡影……这一切， 据称是因为

王伟迷恋上了赌博机。

旅馆里

他电话里说：我喝了农药

前日下午4点过，28岁的王伟来到三友

路一家小旅馆用自己的身份证办理了住宿

登记。据旅馆前台的杨女士回忆，当时这位

年轻男子是一个人走进来的， 看不出什么

异常，要了一个单人间。

而到了前晚6时59分，张平收到了丈夫

发来的短信：“老婆对不起，我在XX楼上的

4楼404”。她说，自己的第一反应是王伟在

外边“有人”了。但电话随后就打了进来。

“他哭着跟我说，他把这些年家里的积蓄都

输光了，对不起我和孩子，自己喝了农药”，

张平瞬间被吓坏了，不停对丈夫说，钱输了

再赚，人一定要好好回来，并紧急赶过去。

当张平从租住的房子赶到旅馆时，丈

夫已经被人抬到了楼下，正往救护车上放，

“他一直呕吐，使劲喊他都没什么反应。”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赶到时， 这间客房

房门紧闭，敞开门的房间里，一股浓重刺鼻

的农药味。

王伟随后被送往416医院。从警方找到

的农药瓶看，他混合喝了敌敌畏和老鼠药。

遗书上

他痛苦地说：我输光了钱

昨日上午，记者在医院见到王伟时，他

依然昏迷不醒，嘴里吐出少量白沫，不时抽

搐一下。张平流着泪，俯身靠近丈夫，低声

唤着“老公、老公”，但王伟没有回应。

在一本卡通外皮的新笔记本上， 王伟

分别留下了写给妻子、 女儿和弟弟王成的

遗书。其中，留给妻子的信最长，放在首页：

“老婆对不起，我把我们一家人这些年那么

辛苦挣的钱都输得差不多了， 我现在知道

错了， 我实在对不起你们……我更不敢面

对，我不敢希望你们原谅我，我又实在是无

路可走了……老婆，我现在求你一件事，好

好帮我把两个娃娃养大成人， 帮我照顾妈

爸……以后你一定要把他们教好， 不要让

他们堵

（赌）

钱……”，落款是“一个一错在

（再）

错、无法回头的人”。留给5岁女儿的，

字数较少， 但开篇就用很大字体写了一句

话：“爸永远爱你， 你原谅爸爸不能照顾你

和弟弟了。”

存折上

他频繁取钱，存得很少

张平说，全家共有16万多元积蓄，分别

存在两张卡上，王伟卡上有约10万元。在遗

书中，王伟说这张卡还剩2万多元，由于张

平不知道密码， 目前并没有查到确切的剩

余数额。 而妻子那张卡在10月12日时还有

68149元。从张平到银行打出的厚厚一叠交

易明细上看，也正是从那时起，王伟频繁从

中取钱，往往一天内要取多次，最多时一天

取过12次， 单次取款从几千到1万不等，再

到后来，随着卡内现金减少，单笔取钱的数

额越来越小，一次取几百的也有。

但除了取钱，交易明细显示，几千上万

地往卡中存钱的情况也有，但要少得多。记

者看到，截至11月18日，张平的卡里只剩下

466元。

遗书称赌博输掉10多万，男子喝农药自杀未遂

“大转盘”赌博机

把他转上绝路

王伟是广元人，

22

岁和张平结婚，到金堂农

村当了上门女婿。婚后，两人都在成都一家饭店

打工，王伟做厨师，张平做服务员。两人将全家

所有的积蓄共

16

万多元存在卡里， 并说好这是

重操旧业的钱，不到万不得已不动用。

最近一两周， 张平感觉丈夫有些异常：“他

闷闷不乐，经常皱起眉头，这几天有时还愣愣地

盯到我，看一会就哭了。”张平询问原因，王伟解

释是因为没有固定工作，两个孩子花销也大，他

很发愁。张平说，自己没往别处想，就宽慰丈夫，

省着点花日子还能过得去。

在王伟的遗书中， 曾简略地提到了自杀的

原因，主要是赌输了钱。但让家人疑惑的是，王

伟究竟赌的是什么，他并没有说得很明确。

一开始，张平怀疑丈夫是赌牌，但又觉得不

可能。她很确定地告诉记者，丈夫从来不打大牌

（赌大钱）。那王伟的钱是怎样输掉的呢？当记者

转而问到王伟的弟弟王成（化名）时，他几番欲

言又止，似有隐情。再三追问之下，王成终于吐

露，哥哥的钱，都输在了赌博机上，而且数目可

能还不止此前所核实出的十多万。

王成回忆，

12

月初的时候，他曾接到哥哥的

一个电话。电话中，哥哥告诉他自己出大事了，让

他赶紧过来。兄弟俩见面后，哥哥告诉他，自己因

为在电玩城玩赌博机，已经输了近十万。这个数

额让王成非常吃惊，无法相信。他随即让哥哥带

他去了那家电玩城，想看看什么机器能有这么厉

害。当天下午，王成拿八百元钱试玩了一把哥哥

常玩的“大转盘”，十多分钟，八百元就有去无回。

王成分析，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哥哥会有那么频

繁的取款记录了，“十几分钟就耍掉八百，按照这

个速度，那一天输个几千也很正常。”

王伟曾向弟弟提出， 自己的钱已经快输光

了，问王成能否帮忙筹几万块钱，只要把本钱捞

回来，他可以考虑收手。担心哥哥越陷越深，王

成当时没有答应。

他同时提到， 哥哥常去的那个地方对外称

是电玩城。“开在居民楼里，没有招牌，门都是都关

起的，只有熟人才找得到。一共两间房子，外头一间

房子有投篮机、跳舞机之类，但没有对外开放，也不

开灯。穿过一道隐蔽的门，是另一间房子，里面才是

真正耍的地方，有捕鱼机和大转盘。” 成都商报

记者 王梅 蒋超 实习记者 余蕊均 摄影报道

昨日下午， 根据依稀的记

忆， 王成与成都商报记者一同

找到了这个“电玩城”。“电玩

城”位于金牛区解放路一段61

号，在一处小区居民楼一楼，门

口位置极为隐蔽。 跟平时常见

的电玩城相比， 这里没有喧闹

的音乐，甚至没有招牌，连大门

都一直紧闭， 如果不是有人带

路，根本无法发现。在门口敲了

几次后，里面的人开了门。

与门外的漆黑一片相比，

里面这间灯火通明的房间可

谓“别有洞天”：包括捕鱼机

和“大转盘”在内，一共有五

六台赌博机器正闪着彩灯“跑

圈”，现场玩家有十多人。记者

注意到，这里大多数玩家“上

分”时最少都是一百元，多则

上千。同时，在这里玩的青少

年并不多，大多是30到40多岁

之间的男子。

昨晚， 金牛警方已对这一

处地下赌博机展开调查。

十几分钟

八百块没了

居民楼别有洞天 警方展开调查

记

者

暗

访

﹃

歪

﹄

电

玩

城

28岁的王伟（化名）前

晚在三友路一家小旅馆内混

合喝了农药和鼠药后，给妻子

张平（化名）发去一条短信：

老婆，对不起……

◆不抢不行！ 全场安卓智能手机不到市价三分之一，全年仅此一回！

◆不火不行！ 老用户换购 5 款大屏安卓智能机均可直抵数百元现金！

◆不好不行！ 尼彩专家团队历时半年潜心打造，做工精湛、无比尊贵！

核心提示

总店疯抢、市区疯抢、郊县疯抢、全川疯

抢！ 尼彩首届安卓智能手机“狂欢节”全川各

地抢购高潮迭起。终结智能手机行业暴利，掀

百元级智能手机全民普及风暴， 四川率先试

点大型促销酬宾：一、全新上市尼彩 A330在

“狂欢节”半价抢购只要 499 元；二、感恩回

馈， 尼彩老用户凭购机凭证或旧尼彩手机，

直抵 500 元现金,�抢购最新款大屏超薄安

卓手机 A300；三、运营商定制特供尼彩 599

元话费包，市场罕见，全场购机就送，月租仅

10元，市话 3分钱一分钟！（活动详情以店内海

报为准，送话费仅限成都地区）

全川疯抢

各店火爆如开业

不要四五千、不要两三千、不要一两千……拧

干智能手机近六成价格水分，尼彩携七款大屏安卓

智能手机全线出击四川市场，总部特供：超火爆新

品 4.5 寸双核 S90、 高端商务 4.3 寸 X3、 双核

3GN01、大屏旗舰 X6、炫彩华丽 A7 等 4 寸以上大

屏安卓智能手机另享 200 元—400 元换机补贴；超

人气 S3工厂价 599元还送超值大礼包！

总店疯抢———乐了店员、苦了店长！ 尼彩大屏

安卓智能机 A330 半价抢购只要 499 元的喜讯传

出，尼彩工厂店四川总部被挤得“爆棚”，八宝街店

牛市口店也是如此！上周六，早上 8点刚过，位于忠

烈祠西街的四川总店，还没开门营业，门口“挤闷”

了顾客，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热烈地讨论买那款智

能机自己用更合适， 买那款智能机送人更有面子，

还有人在担心现在如此便宜， 错过了这个机会，以

后就是想买恐怕也买不到了。 开门后，大家更是一

窝蜂地往里涌。 上午十点过，短短一个小时就卖了

200 多部，突然暴增这么多的消费者，真是乐了店

员、苦了店长，连库管都到柜台来“支援”了。

市区疯抢———用户戏称抢到就是赚到！“太疯

狂了，跟不要钱似的！”八宝街店陈店长说。“这哪里

是买手机啊，这简直就是抢嘛”！现在相同的配置的

安卓智能机都要两三千，老用户换购 5 款大屏安卓

智能机最高直抵五百元现金， 只要 599元、699元，

这种机会不是天天都有，要不是四川尼彩搞大型促

销酬宾，消费者哪能占到这么大的便宜。 一家火锅

店老板直接买了 2 箱，给员工年底发福利，他觉得

“抢到就是赚到”。这种抢购场景，除了尼彩工厂店，

现在已经很难看到了。

郊县疯抢———顾客你争我抢， 为了 S90 差点

挤爆柜台！ 虽然尼彩 A330、A300 成为此次活动的

热点机型，但是好多其它款的手机也深受消费者喜

爱！像超人气 S3工厂价 599元还送超值大礼包；超

人气 4 寸 3G 安卓智能机 N01，比市场价便宜七八

百元，旧手机还能抵 300 元，比原先的工厂价也要

便宜 2、3百元。很多顾客都说，本来就卖的不贵，现

在更是冲破心理底线了，当然要买。在双流，两名顾

客为了抢当天最后一台 S90 差点挤爆柜台，动起手

来，好在店长承诺可以出售样机才平息下来。 其实

好多顾客来了，看到手机这么紧俏，问都不问，先抢

一部再说，反正这么便宜，怎么买都不吃亏！

全民疯抢

消费者惊呼：太划算了！

来了，全都来了！ 只为这不谈利润只图口碑的

尼彩智能手机“狂欢节”！新用户来了，老顾客到了；

有丈夫带着妻子，儿女陪着父母；也有三五朋友成

群的……真没白来，有的一家全买齐，有的选了好

几部，自己用合适，送人也合适，多买几部是没错

的！ 大家抢得满心欢喜！

“我们老百姓要的就是实惠、便宜。只要能给我

优惠，这种活动就热烈欢迎。 尼彩全新安卓智能手

机最低才 499 元，这么便宜，我肯定得过来看看有

没有喜欢的机子，结果发现，尼彩便宜又好用的手

机太多了！ ”陈大哥在体验台反复比较。

“我在尼彩买了好几部手机了，质量放心，价格

公道，遇到这次搞活动，就更‘相因’了。 而且机型

多，可以说是全人群覆盖，不管你是白领、学生、老

人，生意人……都可以抢到自己满意的。”老熟人焦

大哥扳着指头和笔者攀谈起来。

“居然采用的是全球知名的 ARM 处理器，运行

速度几乎可与电脑相比了！ ”大家对尼彩全新安卓

智能手机赞不绝口。“还有多彩时尚外观多种颜色

选择、超大屏幕、超薄机身，支持重力感应、双高清

摄像头、超大容量内存，超灵敏电容触摸、还能识别

手势。 这么低的价格，太超值了。 ”

“终于盼到了，我们老用户有福利了！ ”李先生

高兴地用了一款旧尼彩手机换了部大屏超薄安卓

智能机、直抵了 500 元现金，还享受到了 599 元的

话费，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我原来看上的一款机子没等我买呢就被人抢

光了，后来他们又拿出好几款机子，我看了，也不

错，就赶紧抢了 2 台，慢一点就又断货了，真没白

来！ ”黄大哥兴奋的告诉笔者道。

尼彩安卓智能机

“真安卓、真智能、真低价、真方便”

智能机虽好，买回来不会用怎么办？别担心，只

要你来尼彩工厂店摸一摸，用一用，你就会发现，尼

彩安卓智能机真的非常简单，不用教、不用学，上手

就能用。仅仅一根手指头，一点一划两个动作，就能

轻松完成所有的操作。 连老人和小孩都能玩得转！

秉承“真安卓、真智能、真低价”的战略定位，尼

彩安卓智能机手机和电脑一样的配备了 CPU、内

存、安卓操作系统，全智能化操作更简单。“只要几

百元，两三千元智能手机上的功能它全有！”李大哥

谈了他的体验“滑动、点击、反应速度真可谓快如闪

电， 搜索软件 3 秒钟，10 秒钟就能下载安装完毕，

非常方便。一键操作，撇脱！”“一台尼彩安卓智能机

手机就相当于一个平板电脑、一台 GPS 导航仪、一

个掌上电视、一部游戏机，你说值不值？ ”

尼彩所有安卓智能手机海量软件和游戏全是

免费的，目前市面近 10 万款可以免费安装、免费使

用，随心卸载。 玩游戏、爱购物、爱交友、看视频、看

资讯……无限应用、应有尽有！ 微博、微信、陌陌、

QQ、股票、淘宝、优酷等这些都是它的“基本配置”。

尼彩安卓智能手机自有过人之处：拍商品条码，

马上对比各大超市价格，哪便宜哪买。 用手机买机

票、火车票、订酒店更省钱、查航班信息、炒股票、查

违章、买彩票……几乎所有的事情都能办！ 在WIFI

环境发信息不花钱、还能免费聊语音和视频，不用

花任何通话费、流量费。

而尼彩安卓智能手机的价格却不到市面上同

配置手机的三分之一，旧手机还能“变废为宝”直抵

500元现金，还得到 599元话费，太震撼了！ 全国少

见，全行业少见！“狂欢节”抢部智能手机本身就已

经很划算，同时还送 599 元话费，这才仅仅是开始。

更重要的它还能帮你省时、省力、省钱，你还在犹豫

什么？ 还有什么值得犹豫的？ 赶紧就去尼彩手机工

厂店抢手机吧！

疯抢！ 全新智能机A330半价抢购只要 499元！ 震撼！ 老用户换A300智能机直抵 500元现金！ 喜讯！ 被抢断货的 4.5寸双核旗舰 S90已到货！

四川总店 ：忠烈祠西街 32-34号（太升南路赛格广场西南侧，邮政储蓄银行旁） 牛市口店：大田坎街 15号附 1号（摩根中心斜对面）

八宝街店 ：青羊区八宝街 140号（西大街八宝街交汇处十字路口，新城市广场斜对面） 抢购电话：4007-969-969����028-68538299

“尼彩”所售所有产品均实行“全国联保，售后三包”，为保证消费者权益，“尼彩”手机只特许在省内各地、州、市、县及镇授权

“尼彩手机工厂店”销售，任何非授权的其它传统渠道及网络所销售的“尼彩”手机均视为假冒伪劣产品，尼彩科技对其产品质

量及售后服务概不负责。

尼彩科技集团荣誉出品

首届智能机“狂欢节”尼彩安卓手机卖疯了

>>>

[活动部分劲爆机型……] [尼彩掀百元级智能手机全民普及风暴]

王伟身边的遗书上写着：

“我把一家人这些年辛苦争

（挣） 来的钱输得差不多了

……我不敢面对……我只能

伤心的（地）离开你们了”

﹃

大

转

盘

﹄

里

的

漩

涡

躺在医院的王伟和他留下的遗书

,

对于如何输掉的钱，他没有在遗书中细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