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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吴在草稿纸上写的彩票号码

该男子捡走的彩票是否就是小吴丢
的彩票？捡票者会去兑奖吗？

4月15日，乐山男子邢运（化名）手持
彩票兑了奖，总奖金69.5万元，扣完税后
领到了约55.8万元。根据认识邢运（化名）
的朋友提供的电话号码，成都商报-红星
新闻记者辗转联系上了他，他爽快地承
认就是凭捡到的彩票兑奖的，并且是他
本人亲自到体彩中心领奖的。

谈起当天捡票的过程，邢运告诉成
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当天他去凤凰小
区附近吃晚饭，在那里停车，看到有家体
彩店就进去买彩票，一开始没有自己想
号码，就随手在废票箱里捡了一张，想让
工作人员照着打一张，但被告知这张票
还没开奖，是有效票。

邢运就揣好了这张彩票，花10元钱
另外又打了5注后离开。“因为上班忙，就
没关注开奖信息。”邢运说，直到两天后，
他才知道这张彩票竟然中奖了，实在太
意外了。15日一早，他就赶往成都，在体
彩中心兑了奖。

捡来的彩票中奖奖金的归属，在网上
也引起了争议。邢运强调说，他是在废票
箱里捡的，“大家都公认箱里是废弃的东
西，他（小吴）之后去找过，那为啥当时不
报警？”邢运说，现在看到中奖了，小吴就
觉得亏了。“请问一下，如果他没丢，他会
不会再去打一张？我在废票箱里捡到，那
是我的运气。”邢运认为，自己没偷没抢，
很多人也有这个习惯，自己懒得想号码，
就在废弃箱里捡票，看哪个的合适拿着对
照打就是了。只不过这张票恰好没开奖，
又恰好中了。

今年40多岁的邢运是为老彩民，他
自称已经买了20多年彩票，特别是最近
几年，每个月都要花六七百元买彩票，但
自己最多只中过1800元，有一次跟大奖
擦肩而过，跟着朋友买彩票，他自己把尾
号改了，朋友中了二等奖40多万，他悔恨
不已。

“这次是我运气好。”邢运认为，他从
废票箱里捡到的彩票中奖，奖金肯定归他
所有。对于老吴提出的协商解决，他表示
不可能，如果对方有异议，请走司法程序。

4月15日，记者再次联系上老吴，他
得知捡到彩票者已兑奖，显得很无奈。

“算了，那就没办法了。”老吴说，自己咨
询了好几位律师，因为彩票不记名、不挂
失，认为即使去法院起诉可能法院也不
会支持，只有先放弃了。

“彩票不记名不挂失，凭票兑奖，简
单说谁手里有彩票，奖金就是谁的。”北
京蓝鹏（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王英占认
为，但现实生活中，不能只依靠彩票管理
条例，条例只是一个规定，要服从于上位
法和宪法。因此并不是谁捡到彩票奖金
就归谁，首先要遵守民法通则、物权法、
刑法等法律，在不违法的情况下，才有可
能归自己所有。

王英占认为，一般来说，拿着中奖彩
票去兑奖，都会给兑奖，认票不认人，但
兑出来以后的奖金，如果有人能证明是
他遗失的彩票，同时有证据显示兑奖人
正是捡到彩票的人，那么奖金的归属一
般情况下是要判给购买彩票者的。

对此，北京威诺（成都）律师事务所
郭金福律师表示，彩票兑奖后的奖金到
底归谁，那么就要确认彩票的所有权人
到底是谁？这需要举证来证明。“这里分
为两种情况，到底是抛弃还是遗弃彩
票。”郭金福解释说，如果小吴当时是抛
弃彩票，即放弃自己的所有权，抛弃后的
彩票属于无主物，先占先得，被人捡到后
所有权随之转移；如果小吴是不小心遗
弃彩票，所有权仍归他所有，拾得人应该
归还失主。

“只要捡走彩票者不属于盗窃，则警
方无权管辖，属于民事纠纷范畴。”郭金
福表示，如果有证据证明彩票所有权归
小吴所有，那么捡走彩票者拒不归还的
话，则构成民法上的不当得利，其可以向
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返还。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顾爱刚
摄影报道

捡票者拒绝协商：
自己没偷没抢这是运气
如果有异议请走司法程序

彩票确权后
若拒不归还，
则属不当得利

律师观点

“捡”来的大奖
四川男子误丢彩票

四川男子误丢彩票，，

重打后中了
重打后中了6969万大奖万大奖，，

捡彩票者也领了
捡彩票者也领了6969万万

奖金69.5万元的彩票，兑了
一张、丢了一张？四川乐山彩民
小吴买了一张彩票后却在丢草
稿纸时将彩票误丢进了废票箱，
两个多小时后再寻找，却发现已
被人捡走，他只好又重新打了张
一模一样的彩票。最终，该彩票

中了69.5万元的大奖。
在小吴及家人兑了一份大

奖后，他们希望捡走彩票的男子
将另一张彩票也能物归原主，至
于奖金可协商解决。

4月15日，成都商报-红星新
闻记者获悉，另一张中奖彩票也

已经成功兑奖69万元，乐山男子
邢运（化名）承认就是凭捡到的
彩票兑奖的，他认为这是自己从
废票箱里捡的，是运气。对此，律
师表示，首先要确认彩票所有
权，若确权后拒不归还所有权人
则构成不当得利。

“那张彩票的
所有权应该是属
于我们的。”4月
13日，老吴报了
警，他希望捡到那
张彩票的男子能
及时与他取得联
系，至于如何分配
奖金，可以一起协
商解决。

小吴
家人

“大家都公认
箱里是废弃的东
西，他（小吴）之后
去找过，那为啥当
时不报警？”邢运
说，现在看到中奖
了，小吴就觉得亏
了。“请问一下，如
果他没丢，他会不
会再去打一张？
我在废票箱里捡
到，那是我的运
气。”

捡票
男子

乐山市体彩
中心负责人曹光
洪表示，根据我国
的《彩票管理条
例》的规定，彩票
销售是采取不记
名、不挂失的原
则，中奖彩票是唯
一的兑奖凭证，只
要持有中了奖的
彩票，均可正常兑
奖。至于小吴遇到
的问题，建议走司
法途径解决。

体彩
中心

今年33岁的小吴是一名残
疾人，患有二级精神智力残疾。

“他智力不太正常，平时就出去
给人擦皮鞋挣点钱。”在父亲老
吴的眼中，儿子最大的爱好就是
研究彩票，已经持续买了十多
年，但最多也只中过几百元。

小吴一家住在白燕路附近，
平时他在附近的体彩店买彩票，
因为中奖次数少，他偶尔也换其
他彩票店去买，位于茶坊路凤凰

小区的这家体彩店就是他经常
光顾的地方。

4月10日16时左右，小吴像
往常一样来到茶坊路体彩店。根
据自己研究的4组号码，买了4注
体彩超级大乐透。小吴说，当工
作人员打好彩票递给他后，他把
这张彩票当成写号码的草稿纸
丢进了旁边的废票箱，把草稿纸
装进了裤兜。

两个多小时后，回家吃完晚

饭的小吴摸出裤兜里的彩票，这
才发现下午买的彩票不见了，兜
里揣的是写号码的草稿纸，他意
识到：自己把彩票误扔了。

随后，郁闷不已的小吴赶紧
又来到该投注站，他在废票箱中
翻来覆去寻找，都没找到那张彩
票，工作人员提示可能是其他彩
民捡走了。于是，小吴重新写下
一模一样的4组号码，花8元钱又
买了一张彩票。

4月10日晚，体彩超级大乐
透开奖。茶坊路体彩投注站点传
出喜讯：乐山彩民喜中体彩超级
大乐透两注二等奖和两注三等
奖，总奖金高达139万元！

小吴发现，二等奖和三等奖
号码与自己所写号码一致，他不
禁喜出望外，第二天一早就跑到
体彩部门咨询兑奖事宜。老吴
说，儿子买了十几年的彩票，总

共花出去估计有两三万元钱，以
前最多中个几百元，没想到这次
居然中了这么多。

4月12日，小吴在家人的陪同
下赶赴四川省体彩中心兑奖69.5万
元，扣完税后领到了约55.8万元。当
晚回家后，小吴跟家人说起，“听别
人说还可以兑第二次……可以报
警……”由于儿子表达不畅，老吴
听得云里雾里，连连追问后，才知

道4月10日丢票的情况。
次日，小吴和家人再次来到

投注站，老吴这才了解到原来儿
子当天误丢了彩票，并且还有可
能被人捡走了。“那张彩票的所
有权应该是属于我们的。”4月13
日，老吴报了警，他希望捡到那
张彩票的男子能及时与他取得
联系，至于如何分配奖金，可以
一起协商解决。

4月14日，成都商报-红星新
闻记者来到了该彩票投注站点，
门楣上方的LED打着字幕：“恭
喜本店彩民喜中大乐透139万！”
前来购买彩票的人络绎不绝。对
于小吴丢彩票的事，不少彩民都
有所耳闻，在相互讨论发表自己
的见解。

当天到底发生了什么？根据
该站点的监控视频显示，4月10日
15时58分，小吴走进彩票店后，用
笔在一张草稿纸上写好号码拿给
工作人员打票，工作人员将草稿
纸和新打的彩票一起递给他，他
随手将其中一张丢进了一旁废票
箱，另一张则揣进了裤兜里。

18时36分，一男子走进店里
先是滑动手机屏幕查看着什么，
然后低头在废票箱寻找了一会，
捡起一张彩票放在柜台上并掏
出10元钱。后工作人员告诉他这
张票还没开奖是有效票，该男子
赶紧将捡的这张票收回自己手
中，同时另外打了一张新彩票。

18时52分，小吴走进彩票店
一边拿笔在草稿纸上写号码，一

边朝废票箱中看，写好号码后，
他先低头在废票箱中寻找了一
会儿，寻找未果才将号码递给工
作人员。工作人员打好彩票后，
他将写号码的草稿纸丢进了废
票箱，付钱后离开。

该彩票投注站点工作人员
曾先生介绍说，他并不认识在废
票箱内捡走彩票的男子，暂时也
不能确认他捡走的就是小吴误
丢的彩票，“有些人不想写号的，

就撞下运气，会在废票箱内捡一
些其他人扔掉的废票，这也很正
常，我们不会阻拦。”

对此，乐山市体彩中心负责
人曹光洪表示，根据我国的《彩
票管理条例》的规定，彩票销售
是采取不记名、不挂失的原则，
中奖彩票是唯一的兑奖凭证，只
要持有中了奖的彩票，均可正常
兑奖。至于小吴遇到的问题，建
议走司法途径解决。

距离人类建立第一座商用核电
站已经过去了 65 年，但闻“核”色变
依旧是多数人的反应。4 月 15 日上
午，国家环保科普基地公众开放暨

“4·15”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核安全
宣传活动、“国家安全宣传教育月”活
动在四川省辐射环境管理监测中心
站举办。该活动由四川省生态环境厅
（四川省核安全管理局）主办，帮助公
众科学认知核技术。来自四川农业大
学、成都理工大学、花土社区、涌泉学
校的学生受邀参观了四川省辐射环
境管理监测中心站。现场，工作人员
结合实物、模型、展板，用通俗易懂的
语言为他们普及了核能源、核辐射及
核安全相关知识。

据介绍，辐射是以波或粒子的形
式向周围空间或者物质发射并在其
中传播能量的方式。广义上，辐射可
分为电离辐射和非电离辐射两大类。
其中，电离辐射全称致电离辐射，是
通过与物质的相互作用能够直接或
间接地使物质的原子、分子电离的辐
射。人们为之色变的核辐射就属于电
离辐射。

二楼展厅一面墙壁以柱状图的
形式呈现出人们“生活中的辐射”，引
起了大家的注意和好奇。核电站周
围、胸肺透视一次、北京至欧洲乘飞
机往返一次、土壤、水和食物、砖房、
辐射高本底地区按照年累积辐射量
从低到高依次排列，其中，核电站周
围的辐射量显示仅为 0.01 毫希/年，
而土壤则显示为 0.15 毫希/年，砖房
则达到0.75毫希/年。

四川省辐射环境管理监测中心站
电离环境检测室工程师毛万冲告诉记
者，这里所说的核电站周围是指核电
站禁区外国家规定的可居住区，“一般
来说，公众区域都会在核电站方圆几
公里至十几公里之外，具体情况还要
结合当地的本底辐射量。”毛万冲说。
她表示：“由于核电站本身就会做多层
保护措施，实际上基本出了厂区辐射
量就会降到较为正常的水平。”而从
0.01毫希/年的辐射量就可以看到，在
核电站周围居住是安全的。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实习记者
曾那迦

很郁闷
买了彩票却随手误丢 只好再买一张同号票

很惊喜
买的彩票中了大奖 他告诉家人还丢了一张

调监控
有人从废票箱里捡走一张彩票 但无法确认就是小吴误丢那张

专
家
专
家
：：

可居住区
实际辐射量
比土壤还低

核电站辐射猛于虎？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
销“3D”第2019098期开奖结果：
087。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第
2019042期开奖结果：基本号
码：17 24 22 05 09 08 16，特
别号码：14

福彩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中国体育彩票胜平负任选9场第
19052期：03001100310331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第
19052期：03001100310331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负
第19055期：001311000033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第
19057期：00131320

足彩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6月14日)

体彩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19098

期开奖结果：549，直选：5837注，每
注奖金1040元；组选6：9445注，每
注奖金173元。14878869.63元奖金
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9098
期开奖结果：54962，一等奖59注，
每注奖金10万元。（238448928.68元
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超级大乐透第19042期全国
销售266281814元。开奖号码：
04 10 13 28 33 11+12，一等
奖6注，单注奖金1000万元，追加
5注，单注奖金800万元。二等奖
79注，单注奖金555574元，追加
31注，单注奖金444459元。三等奖
352 注 ，单 注 奖 金 10000 元 。
6274619165.19元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开奖前奖池资金高于15亿
元，一、二等奖奖金按《中国体育
彩票超级大乐透浮动奖奖金特别
规定》分配，详见中国体彩网公
告)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
年6月14日)

兑彩票

当初小吴将彩票误丢进了废票箱

邢运（化名）在废票箱中捡走彩票后中大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