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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直购·广告

新华影都
《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3D原版
12:30 14:45 17:00 19:10
21:20

《奇异博士》3D原版9:40 13:00
15:20 17:30 18:45 19:40
20:55 21:50

《航海王之黄金城》日语 10:40
11:50 14:10 16:30 17:40
19:55

《深海浩劫》原版 10:00 12:05
14:10 16:15 18:20 20:25
22:30

《外公芳龄38》11:40 13:50
16:00 20:25

《但丁密码》原版15:10
《驴得水》18:10 22:25
《机械师2：复活》3D原版 13:10
《聊斋新编之画皮新娘》22:15
天天半价.会员观影20元起.
微 信 号:xhyd. 团 购 电 话
87049310 87212554

胜利影城
《航海王之黄金城》12:50 19:10
《捉迷藏》12:20 14:15 16：10
18:05 20:00

《奇异博士》12:00 14:05 15:00
16:10 17:05 18：15 20:20
票房:87080142

浙江胜利剧院
周末戏剧金舞台——《诙谐踢踏
工厂》Tap Factory
时间：12月2日 晚7:30

12月3日 晚7:30
票价：480 380 280 180 100
订票热线: 0571-85987786（工
作时间9:00-18:30）
微信购票：公众号“掌上票房”（免
费快递上门）

【小伢儿金舞台】演出系列
“童话力量”儿童剧演出季
中韩合作儿童音乐剧《彼得·潘与
温迪的奇幻之旅》
时间：12月24日 10：00 15:00
12月25日 10：00 15:00
演出剧团：北京丑小鸭卡通艺术团

抢座热线：13738076733

杭州剧院
演出剧目：芭蕾舞《白毛女》
演 出 时 间 ：2016 年 12 月 4 日
19:30
演出票价：580、380、280、180元
演出团体：上海芭蕾舞团
演出项目：音乐会《琴键上的芭
蕾——钢琴四手联弹名曲之夜》
演 出 时 间 ：2016 年 12 月 6 日
19:30
演出票价：300、200、100、50元
演 出 人 员 ：特 里 斯 坦·李 、锦
陶·贾塔维卡塔
演出剧目：万向信托古典之梦·
俄罗斯全明星芭蕾《天鹅湖》
演出时间：2016 年 12 月 23 日
晚 19:30
演 出 票 价 ：880、680、480、
280、180 元
演出团体：俄罗斯全明星芭蕾舞团
演 出 剧 目 ：法 国 爱 乐 乐 团

《2017 年新年音乐会》
演出时间：2017 年 1 月 4 日晚
19:30
票价：880、680、480、280、100元
演出团体：法国爱乐乐团
演 出 剧 目 ：大 型 魔 幻 儿 童 剧

《果果的绿野仙踪》

演 出 时 间 ：2017 年 2 月 25 日
15:00、19:30
演出票价：150、100、50 元
演出团体：浙江话剧团
演出剧目：英国儿童海洋探险舞
台剧《海底小纵队之火山大冒险》
演 出 时 间 ：2017 年 3 月 18 日
上午 10:30，下午 15:00
演 出 票 价 ：480、380、280、
180、80 元 880（480*2 张 ）、
680（380*2 张）元
演 出 剧 目 ：音 乐 会《宋 珊 瑚 扬
琴独奏音乐会》
演 出 时 间 ：2017 年 3 月 25 日
晚 19:30
演出票价：300、200、100、50元
演出人员：宋珊瑚

杭州宋城旅游区
杭州宋城夜游只需 50 元

11 月 19 日周六晚上，宋城景区
荧光趴激情来袭！玩宋城景区，
看大型实景水火秀《丽江恋歌》，
体验七十二行老作坊，参与荧光
趴狂欢，high 翻整场！
票价：50 元/人，不包含《宋城千
古情》演出，当天 17:00 后入园

（特别说明：11 月 19 日购买宋
城千古情票入园的游客均可免
费参与活动。如遇大雨等天气
原因，则 11 月 19 日荧光趴有可
能 取 消 ，但 其 他 游 园、演 出 不
变。本活动最终解释权归杭州
宋城景区所有。）

《宋城千古情》演出时间: 14:00
15:20 19:30 (具体场次以景区
公告为准）

杭州宋城千古情主题酒店
（西湖店）

宋城经典双人套餐：宋城千古情
主题酒店高级标间（含双早）+
宋城千古情演出票贵宾席两张，
658 元起。
地址：杭州市西湖区之江路148号
宋 城 咨 询 电 话 ：
0571-87313101
宋 城 网 络 订 票 ：www.51dmq.
com
酒 店 预 定 咨 询 热 线 ：
0571-56663999

杭州乐园湘湖宋城景区
杭州乐园高科技互动体验项目
——密室逃脱重磅启幕，《丧失
围城》、《鬼魅快闪》等二十大演
艺秀全天不歇，更有悬挂过山

车、雨神之锤等数十项大型游乐
一票畅玩!

宋城烂苹果乐园
全室内近百项高科技游乐狂欢来
袭，亲子大讲堂全线升级，亲子宝
贝秀释放激情，更有每周一个亲子
趴，寓教于乐，全家一起嗨不停！

898 元住杭州五星级酒店、
泡温泉、玩乐园

住第一世界大酒店，泡云曼温泉。
繁华都市里的温泉度假天堂，让您

“足不出户”尽享热带雨林温泉
浴。更有精彩演艺等你来。
超值套餐：全家住杭州第一世界大
酒店，泡云曼温泉，杭州乐园（免费
送湘湖宋城景区）、烂苹果乐园两
大乐园任选其一，仅需898元。
优惠联票：杭州乐园湘湖宋城景区、
烂苹果乐园、云曼温泉任选其二原
价320元/位，联票仅240元/位；
地址：杭州萧山风情大道2555号

（地铁一号线直达）。
快乐专线：0571-82880333 酒
店预订热线：0571-83866666
具体活动信息和演出时间详见乐
园/酒店现场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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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信息如有变动，请以各
影院、剧院当天现场公告为准。

什么是“小籽货”野山参
“小籽货野山参”是业内叫法，其实是指参农采集和

挑选身强体壮的人参种子撒在土壤肥沃的深山老林里，

不翻土、不施肥，在野生环境中自生自灭，经过 10-20

年后，再挖出来的人参。漫长的十几年间，因自然灾害

的影响等，存活率极低，较珍贵。若以撒下去 100 颗种

子来计算，十多年后真正长成的一般两成都不到。

“小籽货”被杭州人接受的3年
2014年，钱报有礼健康直购首次把小籽货野山带到

了众多浙江消费者面前，当时大家对于小籽货野山参是

什么，有什么作用还不大清楚。但是随着《哭泣的小籽货

野山参》、《人参吃的是年限》、《人参落地分贵贱》等一系

列养生报道的相继推

出，浙江老百姓突然意

识到小籽货野山参的

滋补价值，以及长白山

参农对它九死一生的

坚守。

当时，价值颇高、

价格又非常实惠的小

籽货野山参，在浙江引

发了抢购热潮，甚至打

破了整个浙江市场的

人参格局。让以前一

直被高价野山参所牢

牢占据的人参市场回

归了平民化。不少消费者感叹：“以前买一支野山参得花

几个月的退休工资，现在吃小籽货 野山参只花几百块钱

就能轻松补一冬。”

当年，杭州冬季滋补市场，大部分的野山参都来自

健康直购的小籽货。健康直购也成为消费者购买平价

滋补品的风向标，特别是说起小籽货，大家都会来健康

直购转转。

紧接着2015年、2016年，市场上也涌现出了一大批

“林把头”、“李把头”、“陈把头”的劣质小籽货野山参，价

格极具杀伤力。但大部分消费者对比后，依旧还是信赖

健康直购“姜兆泉”的小籽货野山参，因为进补野山参说

到底最关键的还是品质。

人参节现场鉴参引高潮
“姜师傅，你帮我挑支参呗！自己吃，大点的！”

“哎，不好意思，我插一句，野山参糖尿病人能不能

吃的？要怎么吃啊？”

“姜大哥，这是我女儿东北旅游带回来的人参，

1000多块钱，你帮我瞧瞧是不是野山参？”

在上周六、周日的人参节现场上，姜兆泉接待了许

多老顾客，一直到晚上6点多才离开，他特别激动地说：

“刚刚有好几个是三年前就买过我人参的消费者，他们

说小籽货野山参他们已经坚持吃了三年多了，真的不

错！我觉得和这些老顾客打交道，就跟好哥们、好朋友

一样交心，他们夸赞我的人参品质好，我也要把最好的

人参带给他们。”

“这次，我来参加健康直购 2016 年人参节，除了

500 多支杭检参的新货，我还带了 800 多盒今年新起的

小籽货野山参，我觉得在吃小籽货的都是认可我人参品

质的忠实顾客，我得谢谢这些人，所以我跟健康直购的领

导商量后，决定在健康直购原有优惠基础上，再给大家送

点东西，这是我为了感谢大家所能给到的最大优惠！”

姜兆泉补贴回馈浙江消费者
即日起，“小籽货野山参”姜兆泉补贴活动正式开启。

12 年小籽货野山参 15 克装 495 元/盒，买 2 盒送移

山参一支（价值 150元）；买 5盒送同规格 1盒；买 7盒送

2015年杭检参一支。

15 年小籽货野山参 10 克装 550 元/盒，买 2 盒送移

山参一支（价值 150元）；买 5盒送同规格 1盒；买 7盒送

2015年杭检参一支。

2016 年杭检参：买两支送 12 年小籽货野山参十

克；买四支送2015年杭检参一支。

钱报有礼健康直购人参节：姜兆泉被消费者懂参、惜参的热忱所打动，决定在原有优惠的基础上再补贴

个小、参力足 小籽货“卖”得野
杭州人吃参的热情掀起高潮，钱报有礼建康直购统计显示，截至立冬杭检参的销量就已经和2015年整个冬季销量持平。 截至上

周日，购买杭检参的消费者中，有50%左右的人同时购买了小籽货野山参。而在野山参自服人群中，有70%的人选择购买小籽货野山

参，其中80%的人小籽货都是50克起购。不少消费者算过一笔账，按照2克一天的服用均量来看，50克野山参可以足足补上25天，性

价比很高。

●抢购电话：0571-87696068
●活动地址：钱报有礼健康直购读者体验中心

【总店】杭州市体育场路184号（浙江日报门口）

【城西店】杭州市西湖区华星路 8 号 3-5 商铺（东方通

信大厦旁工专路向前走200米，华星路与工专路交叉口）

【城北店】杭州金华路锦昌文华1期84号，拱宸发行站旁

【会员服务中心】杭州江南巷2号浙报公寓3-2号商铺

【湖州店】湖州凤凰路675号（市工商局对面老娘舅旁边）

扫码抢购

福彩15选5
第2016313期 投注总额：608126元
中奖号码（无需排序）

奖级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中奖条件

中5连4
5个号全中

中任意4个号

中奖注数

0
75

4481

奖金

0元

2801元/注
10元/注

奖池累计118.8479万元滚入下期。
双色球9亿元大派奖，
请关注浙江福彩官方微信（zjflcp）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6年11月15日

03 15110806

福彩双色球
第2016134期

中奖号码：红色球（●）蓝色球（★）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中奖条件
●●●●●●+★
●●●●●●
●●●●●+★
●●●●●/
●●●●+★
●●●●/●●●+★
●●+★/●+★/★

中奖注数
8注

107注
897注

48951注

995424注
7712809注

奖金
7841027元/注
265516元/注

3000元/注
200元/注
10元/注
5元/注

本期一等奖复式投注 2 注，其中我省中 1 注(温州，奖金1284万元，含派奖500万元），5注二等奖（宁波3注,杭州、
台州各1注）。奖池累计10.5761亿元滚入下期。
下期一等奖派奖金额：54999984元。
六等奖派奖奖金余额：247675245元。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6年11月15日

浙江销量：27957098元

11 12 13 14 18 33 13

全国销量：356409344元
福彩3D

第2016313期

中奖号码
销售总额：41153572元

奖等

单选

组选3
组选6
新投注方式中奖额为：10634元

浙江中奖注数

443
330
0

每注奖额（固定）

1040元

346元

173元

浙江销售2596848元，返奖额585534元。
浙江福彩官微“双色球模拟投注，20万奖金快乐玩”进
行中。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6年11月15日

3 7 3

奖项
排列3直选

排列3组选3

排列3组选6

排列5(全国)

中奖注数
391注
0注

671注
8注

每注奖金（元）
1040
346
173

100000

体彩 排列3排列5
浙江排列3总投注额：1373652
全国排列5总投注额：9010166
排3滚入下期奖池：351.3593万元
排5滚入下期奖池：27492.5079万元

中奖号码（前三位为排列3）

第16313期

兑奖有效期：自11月16日起60个自然日。
更多信息查询：浙江体彩网http://www.zjlottery.com
本信息如与公证开奖结果不符，以后者为准。

2016年11月15日

3 1 4 6 0

体彩20选5
浙江第16313期 总投注额：181410元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中奖注数

1
262
4824

每注奖金（元）

51670
50
5

中奖条件

兑奖有效期：自11月16日起60个自然日。

更多信息查询：浙江体彩网http://www.zjlottery.com
本信息如与公证开奖结果不符，以后者为准。

2016年11月15日

中奖简单

无需排序

●代表中奖号码

中奖号码

01 16140805

体彩6+1
浙江第16135期 总投注额：2162654元

奖级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中奖号码
954788+2
954788
95478□、□54788
9547□□、□5478□
□□4788
954□□□、□547□□
□□478□、□□□788
95□□□□、□54□□□
□□47□□、□□□78□
□□□□88

中奖注数
1注

1注

12注

227注

3223注

41587注

奖金额（元）
5000000
71920
11986
300
20

5

兑奖有效期：自11月16日起60个自然日。
本期累积特等奖奖金总额619.9703万元全额滚入下期。
本信息如与公证开奖结果不符，以后者为准。
更多信息查询：浙江体彩网 http://www.zjlottery.com

2016年11月15日

中奖号码 9 88745 2+

福彩15选5
第2016313期 投注总额：608126元
中奖号码（无需排序）

奖级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中奖条件

中5连4
5个号全中

中任意4个号

中奖注数

0
75

4481

奖金

0元

2801元/注
10元/注

奖池累计118.8479万元滚入下期。
双色球9亿元大派奖，
请关注浙江福彩官方微信（zjflcp）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6年11月15日

03 15110806

福彩双色球
第2016134期

中奖号码：红色球（●）蓝色球（★）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中奖条件
●●●●●●+★
●●●●●●
●●●●●+★
●●●●●/
●●●●+★
●●●●/●●●+★
●●+★/●+★/★

中奖注数
8注

107注
897注

48951注

995424注
7712809注

奖金
7841027元/注
265516元/注

3000元/注
200元/注
10元/注
5元/注

本期一等奖复式投注 2 注，其中我省中 1 注(温州，奖金1284万元，含派奖500万元），5注二等奖（宁波3注,杭州、
台州各1注）。奖池累计10.5761亿元滚入下期。
下期一等奖派奖金额：54999984元。
六等奖派奖奖金余额：247675245元。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6年11月15日

浙江销量：27957098元

11 12 13 14 18 33 13

全国销量：356409344元
福彩3D

第2016313期

中奖号码
销售总额：41153572元

奖等

单选

组选3
组选6
新投注方式中奖额为：10634元

浙江中奖注数

443
330
0

每注奖额（固定）

1040元

346元

173元

浙江销售2596848元，返奖额585534元。
浙江福彩官微“双色球模拟投注，20万奖金快乐玩”进
行中。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6年11月15日

3 7 3

奖项
排列3直选

排列3组选3

排列3组选6

排列5(全国)

中奖注数
391注
0注

671注
8注

每注奖金（元）
1040
346
173

100000

体彩 排列3排列5
浙江排列3总投注额：1373652
全国排列5总投注额：9010166
排3滚入下期奖池：351.3593万元
排5滚入下期奖池：27492.5079万元

中奖号码（前三位为排列3）

第16313期

兑奖有效期：自11月16日起60个自然日。
更多信息查询：浙江体彩网http://www.zjlottery.com
本信息如与公证开奖结果不符，以后者为准。

2016年11月15日

3 1 4 6 0

体彩20选5
浙江第16313期 总投注额：181410元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中奖注数

1
262
4824

每注奖金（元）

51670
50
5

中奖条件

兑奖有效期：自11月16日起60个自然日。

更多信息查询：浙江体彩网http://www.zjlottery.com
本信息如与公证开奖结果不符，以后者为准。

2016年11月15日

中奖简单

无需排序

●代表中奖号码

中奖号码

01 16140805

体彩6+1
浙江第16135期 总投注额：2162654元

奖级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中奖号码
954788+2
954788
95478□、□54788
9547□□、□5478□
□□4788
954□□□、□547□□
□□478□、□□□788
95□□□□、□54□□□
□□47□□、□□□78□
□□□□88

中奖注数
1注

1注

12注

227注

3223注

41587注

奖金额（元）
5000000
71920
11986
300
20

5

兑奖有效期：自11月16日起60个自然日。
本期累积特等奖奖金总额619.9703万元全额滚入下期。
本信息如与公证开奖结果不符，以后者为准。
更多信息查询：浙江体彩网 http://www.zjlottery.com

2016年11月15日

中奖号码 9 88745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