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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5.25亿得主于10月13日
上午领取了他的亿元奖金，但号
称5亿巨奖，实际上他只能带走4
亿左右。因为按照我国现有的法
律规定，该得主必须缴纳20%的
偶然所得税，5亿多奖金足足缴纳
了超过1亿的税金，这是一个常人
想都不敢想的数目。然而，在欧
洲众多发达国家，却可以免税领
取彩票大奖。

我国目前的个人偶然所得税
税率为20%，彩票大奖作为个人
偶然所得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
是按照这一缴税比例来征收的。
根据我国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个人所得税法》第三条第五款

之规定：“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利
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
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偶然所得
和其他所得，适用比例税率，税
率为百分之二十。”

另据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
于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发行收入税
收问题的通知》 国税发 〔1994〕
127号对个人购买社会福利有奖募
捐 奖 券 一 次 中 奖 收 入 不 超 过
10000 元的暂免征收个人所得
税，对一次中奖收入超过10000
元的，应按税法规定全额征税。

以及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
务总局关于个人取得体育彩票中
奖所得征免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

知》 财税字 〔1998〕 12 号为了
有利于动员全社会力量资助和发
展我国的体育事业，经研究决
定，对个人购买体育彩票中奖收
入的所得税政策作如下调整：凡
一次中奖收入不超过 1万元的，
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超过1万
元的，应按税法规定全额征收个
人所得税。以 2012 年中出的双
色球 ［微博］ 5.70 亿大奖为例，
该得主领奖时需要缴纳20%的个
人偶然所得税，缴税金额为1.14
亿元。

但在国外，对于彩票大奖征
税的情况又是另一番景象。很多
国人熟悉的国家，如英国、加拿

大、德国等国家，都可以免税领
取大奖奖金。比如风靡欧洲的

“欧洲百万”彩票，除了瑞士、西
班牙、葡萄牙外，其他所有欧洲
国家都是免税领奖的。

但也有缴税比例更重的例
子。美国联邦和各州对一次性领
取大奖的得主征税普遍较重，得
主们普遍只能领取其中45%-50%
奖金（各州比例不同），然后在此
基础上还需要缴纳 25%的联邦
税，和 3%-10%不等的各州州
税。不过也有德克萨斯州、田纳
西州、佛罗里达州等五六个州是
不用缴州税的。

（新 彩）

5.25亿得主交税超1亿
欧洲多数国家免税领奖,美国一次性领取征税普遍较重

“仅差一个蓝球就是 3.5 亿
元，遗憾呀！”近日，珠海彩民刘
先生（化名）就带着妻子和哥哥
现身珠海市福彩中心。他在第
14117 期双色球中出 70 注二等
奖，总奖金达602万多元。

据刘先生介绍，他是土生土
长的珠海人，在南屏做点小生
意，买双色球也有五六年了，但
不是每期都买，有时想起来才

买，也不是每期都买这么多倍，
这次可谓“鬼使神差”。10月9日
上午10点多，他走到南屏南泰市
场44030803福彩投注站，想起当
天开双色球，一看奖池超过3亿
元，就随便想了1注号码，他算
了一下，要把奖池掏空，得买70
倍，于是毫不犹豫地打了70倍，
花了140元。刘先生晚上在电脑
上查看开奖号码，一看前3个号

码都对了，很开心，只要再中一
个，就有700元到手了，没想到6
个红球全中，“一下子吓晕了”，
赶紧叫老婆过来一起对，真的是
中了二等奖！

据了解，10月9日开奖的双
色球头奖单注奖金 741 万多元，
二等奖单注奖金86058元。刘先
生投注的号码6个红球全中，蓝
球为“08”，因一个蓝球之差错失

了至少3.5亿元巨奖，不过70注
二等奖也为他带来了602万多元
的丰厚奖金。

在知道中奖后，他和妻子头
天晚上一晚都没睡觉。一会儿为
蓝球不中错失3.5亿而遗憾，一会
儿又为70注二等奖激动不已，他
们就是干一辈子都挣不到这么多
钱。

(信息时报)

生意人欲掏空奖池买中602万
太激动和妻子一夜未睡

一、上期开出：
千位的2、百位的5、十位的

6、 百 位 的 359 组 合 、 双
单××、×单×大、双×大×。

二、本期关注：
千位的：1、2、4、6、7、9
百位的：0、2、3、4、5、7

十位的：0、1、4、5、6、9
个位的：1、3、5、7、9。
三、组合近期重点关注：
1、铁卒 77 （108 期）、33

（74期）、千百位和值3（50期）；
2、×单小×（17期）；
3、直码：大小大大 （92

期）、小小大小（83期）、双单双
单（70期）。

4、小小×小（60期）、小×
小小（60期）。

5、千百位和值235（15期）
6、个位的15 （27期）、百

位个位和值57（26期）。

根据近期规律特点，推出铁
率：89防43，1、6 值 A+B+
D=1/6、B+D+C=0/5 A+B+
C=7/2、A+C+D=2/7 A+B=
8/3、 C + D=2/7、 A + D=3/8
B+C=7/2、A+C=9/4、B+D=1/
6 A=278、 B=165、 C=168、
D=279

三 字 现 ： 189、 689、
028、 068、 125 257、 067、
026、256、234

定位 2： 2XX7、 XX89、
XX43、 8XX9、 2XX2
25XX、 X5X2、 X56X、
XX62、8XX2

定 位 3： 81X9、 86X9、

80X2、 806X、 X689 251X、
25X7、X512、706X、X562

参 考 码 ： 8189、 8689、
8062、 7012、 2517 2512、
2562、7067、7062、8562

4+1码：8689+9
七星彩：8689977

没有38成奖，二数38合二数
合05。

二字定：8x2x，8x7x

30xx，35xx，80xx
85xx，3x2x，3x7x
三字现：

302，307，352，357
802，807，852，857
七彩：8524334，3079889

二数合 38.16 配 27。三同上：
前三合16。后两合38。

二字组合：
262、260、265、264、269、

261、266、180、185、186、181
二定组合：
xx16/27、16xx27、xx26
16/49xx、05/05xx
x05/16、x05x27、1xx2
三定组合：
05/05/16x、x05/16/27
16/49/16x、16x16/27.05/
05x16、16x16/27
前四位范围：
0516头、0549百位
16十位、27个位。
重点考虑：
05/05/16/27、16/49/16/27

本期范围码：千位 0538 百位
2716，拾位3827个位4927

二字定：
02xx，52xx，07xx，57xx
0x3x，0x8x，5x3x，5x8x
三字线：
023，028，523，528
073，078，573，578
七星彩：
0284556，5739001

个人观点：
铁卒05，有码16，中间数27/05

头，尾数16/49
两 定 67xx、 62xx、 x70x、

x25x、xx09、xx54、6xx4、6xx9
三 定 位 6x59、 6x09、 x754、

x759、x259、x209、67x9、62x9
三字现：265、269、956、952

674、670、046、047
直码6754、6704、6759、6259

6254、6209、6709、62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