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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晚报讯（记者 刘芬）一
年一度的“双十一”狂欢盛典就要
来了，“双色球”也要为大家派大奖
了——9 亿元派奖再度来袭，深圳
彩民还有望获得奖上奖。

11 月 6 日至 11 月 30 日，彩民
朋友凡在深圳地区福彩投注站购
买“双色球”单票满30元或以上（不
限单复式），凭票在“深圳福彩服务
号”活动页面参与抽奖，有机会获
得2018年度深圳地区报纸一份，活
动期间每天送出100多份报纸，共
计3088份。深圳彩民注意，其间所
购彩票单票只能抽奖一次，多票可
以抽奖多次，中奖后填写信息必须
真实有效，报纸投递地址必须为深
圳市内有效地址；因个人原因填写
有误导致无法投递，中奖者自行承
担后果。

“双色球”第 2017130 期已从
11 月 5 日开始，安排连续派奖 20
期。这次派奖仅对“双色球”游戏
规则第九条规定的复式投注有效，
复式投注包含红球复式、蓝球复式

和全复式三种。
“双色球”9 亿元派奖中，派奖

资金 4 亿元用于一等奖派奖，每期
安排 2000 万元设立一等奖特别
奖，由当期采用复式投注的一等奖
按中奖注数均分，单注派奖奖金最
高限额 500 万元；5 亿元用于六等
奖派奖，每期对当期采用复式投注
的所有六等奖按每注5元派送固定

奖金，若六等奖派奖总奖金达到或
超过 5 亿元，将从下一期起停止六
等奖派奖活动。

派奖期间，“双色球”一等奖单
注奖金将达到 1500 万元；而且每
期对当期采用复式投注的所有六
等奖按每注 5 元派送固定奖金，奖
金从 5 元提升至 10 元，实现翻番，
奖金派送完毕为止。

深圳晚报讯 由天津美术
家协会、天津书法家协会、深圳

“金一佰”、深圳市工艺美术行业
协会、深圳市工艺礼品行业协会
等联手举办的“欢喜归来”——
王欢来意象彩墨回乡书画展于
11月5日在天津美术馆开幕，展
出王欢来书画作品160余幅。

1994 年，王欢来从天津南
下深圳，着力于艺术品市场及文
化产业项目的创新实践，使版画
和刻字艺术与工艺品产业有机

融合，为工艺品、礼品市场的研
发推广起到了先期示范作用。王
欢来在深圳工作二十余年，致力
于寻找与探索艺术回归途径，重
新用画笔进行国画创作，在吸收
多样艺术形式与多种工艺优势上
有所创新，其作品构思新颖、色彩
凝重，写意花鸟笔墨源于津派传
承、又与岭南画风取意相融。

王欢来还热衷于公益事业，
曾多次向深圳多家机构捐赠墨
宝。 (王红蕾)

双色球双十一大派送
深圳福彩乘兴奖上奖

深圳晚报讯 (记者 徐霄杨)
“双色球”上周日晚开奖适逢9亿元
大派奖首期，浙江和四川彩民不负
众望，各赢得1注1500万元一等奖
特别奖；深圳彩民当期中得16万多
元的二等奖4注。深圳福彩当期幸
运站点为第 83021489 号，56 元自
选票出自光明新区公明街道建设
东路 67 号；第 83023416 号，10 元
自选票出自宝安区石岩街道应人
石 社 区 天 宝 路 年 年 好 超 市 ；第
83024499 号，10 元自选票出自宝
安区沙井街道南洞村满寿路76号；
第 83041554 号，10 元自选票出自
龙岗区横岗街道荷坳金源工业区
森雅谷商铺115-116。

中彩网开奖数据显示，11月5
日晚，“双色球”第2017130期开奖，
这是2017年“双色球”9亿元大派奖

活动启动后第一期派奖。当期开出
红球05、13、14、23、25、31，蓝球02。
当期红球大小3比3，三区1比2比3，
奇偶5比1，同尾号05、25和13、23，
奇连号23、25，连号13、14，重号05、
14，隔码13、31，斜连号05、13，蓝球
开出遗漏12期的偶数02。

当期“双色球”头奖开 5 注，其
中 2 注为复式投注，单注奖金为
1500 万元（含加奖 500 万元）。分
落浙江和四川；另外 3 注头奖为非
复式投注，不参与派奖活动，单注
奖金1000万元，这3注非复式投注
一等奖分落2地，其中安徽1注，四
川2注，共3注。

当期“双色球”六等奖开出690万
多注，其中264万多注为复式投注，参
与派奖活动，最后中奖金额为每注10
元（含加奖5元）。当期二等奖开出

211注，单注金额16万多元。
当期全国销量为4.01亿多元，

充分显示福彩“双色球”的派奖魅
力。广东（不含深圳）当期销量为
3783万多元，继续高居第一。计奖
后，“双色球”今晚奖池金额为 6.9
亿多元，加上派奖，“双色球”累计
超出10亿元。

数据显示，第2017130期2000
万元一等奖特别奖派奖奖金派出
1000万元，剩余1000万元，按本次
派奖规则，剩余派奖奖金自动滚入
至今晚第2017131期，彩民复式投
注中得一等奖按中奖注数均分
3000万元。目前“双色球”一等奖
特别奖剩余派奖金额3.9亿元，六等
奖特别奖剩余派奖金额为4.8亿多
元，深圳彩民朋友今晚复式投注“双
色球”有机会4元中得1500万元。

双色球九亿元派奖首期
送出两单1500万元大奖

▲会说话会讲故事的智能彩票机器人，在深圳福彩30周年庆典上，被
现场观众一次次围观，不断向它“买”彩票。 李行 摄

“全球智造·设计未来”
第五届深圳国际工业设计大赛亮相

深圳晚报讯 (记者 杨端
端) 2017 第五届深圳国际工
业设计大展在会展中心 2 号馆
亮相，7000余件设计精品，三十
四大现场活动精彩不断。

开幕首日展会现场异常火
爆，聚集众多海内外著名设计大
师、专业买家以及设计品牌企业，
集中展示全球30个国家和地区
7000余件创新设计精品，首日观
展人数高达5万余人次。今年大
展还在中心展区搭建直播间，线
上邀请中国领先的设计媒体设计
癖在各大直播平台实时直播展会
现场及配套活动，与专业观众、设
计师一起打造线上大展。

本届大展由深圳市人民政
府主办，深圳市工业设计行业协
会承办，商务部外贸发展事务
局、中国工业设计协会、中国机
械工程学会工业设计分会协
办。以“全球智造·设计未来”为
主题，紧密结合中国制造 2025
的主攻方向——智能制造，践行
深圳在实施中国制造2025中发
挥示范和引领作用，聚焦智能硬
件、可穿戴设备、机器人、无人

机、电子竞技、虚拟现实、珠宝、
开源创客、智慧生活、众筹平台、
加速器、孵化器等领域的最新设
计及技术，汇集近200名全球顶
级设计精英，打造具有国际影响
力的工业设计盛会。

本届大展顺应技术革命潮
流，特设智能智造展区。科大讯
飞智能驾驶车载；具备智能AI语
音交互功能的地铁边检机器人；
能够指纹识别、摄像头拍照、即
时存储的智慧印章；能够进行人
机情感对话的家用智能物联网
音箱；全国首台智能便携翻译
机；实现语音控制、拟人化人机
交互和基于深度学习的“听”头
戴式智能设备；能够自动侦查移
动和声音，专门为宝宝定制的智
能摄像机；为年轻化妆者而设计
的智能梳妆镜等智能创意作品将
亮相大展。

创新设计新突破需要集聚
全国乃至全球的力量，本届展会
坚持开放创新原则，采用全国联
动，深港台三地设计共享模式，
吸引了全国各地展团参展，有超
过30家参展商亮相。

▲本届大展以“中国制造2025”为战略方向，紧抓设计驱动型品牌
历史机遇，举行两大主题高峰论坛：“全球智造·设计未来”国际工业
设计高峰论坛、设计驱动品牌高峰论坛。 冯明 摄

“欢喜归来”
深圳画家王欢来意象彩墨津门开展

深圳晚报讯 （记者 汪仕
林）11月5日下午，深圳市诗词
学会、深圳市长青诗社举行陈作
耕先生《情怀集第二辑》首发式
和研讨会，来自深圳、惠州、香港
和江西等地的专家、诗人、评论
家，齐聚一堂，围绕陈作耕诗词
新作座谈研讨。

陈作耕先生《情怀集第二辑》
由中华诗词出版社出版，包括有
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五言律诗、七
言律诗、词和评论，这是继2014年

《情怀集》出版之后的第二辑。多
位专家和诗人认为，情怀集第二

辑的作品创作艺术进入新境界，
水平较第一辑更上一层楼，是深
圳诗词界的优秀代表作之一。

陈作耕，1945年生，籍贯湖
南常德，曾经在广东省军区、深
圳市福田区、市工商联工作，现
任深圳诗词学会顾问，深圳长青
诗社、听涛诗社、岭南儒商诗会
顾问。诗友评价其作品视野开
阔，情感真实，充满豪气，很接地
气；他特别注重学习经典，创作
刻苦，每一篇作品都反复锤炼，
有时候为了斟酌好一字一句，经
常与诗友探讨到深夜。

陈作耕《情怀集第二辑》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