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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今晚南粤36选7奖池330万元
预计头奖奖金500万

今晚开奖彩种
南粤36选7快乐8
福彩3D

好彩1符号：27虎 秋 西

好彩奖等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
好彩2 513 ￥33
好彩3 732 ￥332
投注金额：521126元

好彩

奖等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
数字 3039 ￥46
生肖 237 ￥15
季节 60 ￥5
方位 50 ￥5
投注金额：450918元

以上开奖彩种的
兑奖期限为：自开奖之
日起60个自然日内。

广东省福利彩票
发行中心公众号

南粤风采36选7 第294期
中奖号码 263220061905特 27
奖 等 中奖条件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
一等奖 ○○○○○○● 0
二等奖 ○○○○○○ 1 ￥19932
三等奖 ○○○○○● 5 ￥1993
四等奖 ○○○○○ 67 ￥500
五等奖 ○○○○● 144 ￥100
六等奖 ○○○○○○○●2745 ￥10
○代表基本号码 ●代表特别号码
投注金额：357170元
奖池金额：3305005元

快乐8第294期 （每日开奖）
中奖号码

2021年11月5日 星期五 责编：林洁莹 美编：平红 校对：姚毅

第1位上，1、5两码长期未见，可看好1、5开出；
第2位上，2、6两码长期未见，追2、6两码开出；
第3位上，4-8间近期大热，追5、8两码开出。
和值：主要在14-18间开出，大号开始增多。

综合分析：1、2近期很少开出，组选六形态最为常
见。
本轮推荐：125/568
和值：08/19组选六：12568

专家论彩
仅供参考 谨慎购彩

福彩3D
2021293356
2021292954
2021291795
2021290658
2021289830
2021288330
2021287453
2021286080

第3位4-8间近期大热

开奖公告

福彩3D 第294期
中奖号码 542

双色球 第126期

0411152021
2425293032
4144464750
5154566575

312.39亿元
2021年11月1日，财政部公布

了2021年9月份全国彩票销售情
况。9月份，全国共销售彩票312.39
亿元，同比减少 46.15亿元，下降
12.9%。其中，福利彩票机构销售
118.43亿元，同比减少21.06亿元，
下降 15.1%；体育彩票机构销售
193.95亿元，同比减少25.09亿元，
下降11.5%。1-9月累计，全国共销
售彩票 2785.31亿元，同比增加
478.49亿元，增长20.7%。其中，福
利彩票机构销售1022.50亿元，同比
增加3.26亿元，增长0.3%；体育彩
票机构销售1762.80亿元，同比增加
475.23亿元，增长36.9%。9月份，乐
透数字型彩票销售127.74亿元，同
比减少90.06亿元；竞猜型彩票销售
116.53亿元，同比增加10.74亿元；
即开型彩票销售44.46亿元，同比增
加9.65亿元。

“看到招牌上‘公益福利金项目’的字样，心里就有一种别样的自豪”

广州这家福彩投注站，奖牌多到挂不下
新快报讯 记者陆妍思 通讯员郭

新庆报道“我叫赵之民，跟我的名字一
样，我所做的事业就是‘取之于民，用之
于民’！”在一间30平方米开外的屋子
里，两排整齐的靠墙小桌迎接一拨又一
拨的彩民，一台彩票投注机从早上九时
运作到晚上九时，这是位于广州市越秀
区东兴南路37号44010138福彩投注站
的日常。而墙上则密密麻麻贴满了这
二十余年的福彩荣誉牌匾，其中新添的
一块正是“全国百佳销售之星”。

“与其说有自己的秘诀，不如说有
自己的想法。”赵之民说，“在这一行当，
谁都想把销量做好，但能不能从中找到
一种获得感，把它当作自己的事业来钻
研，不再仅靠‘地段’吃饭，这一点很重
要。”

夫妻搭档，“拼”字打头阵
二十三年前，1998年。在这一年之

前，赵之民在一家国企从事外贸工作，
有着稳定收入，而刘美英则在五羊邨经
营着一家鞋店。但那一年，一次偶然的
机会让他们接触到了福彩行业，加之外
贸市场竞争越来越大，赵之民转念一
想，“经营福彩投注站说不定是个更好
的选择”，没过多久，他便申请开设了一
家福彩投注站，扎根五羊邨。

“相比现在，当时大家还不熟悉福
利彩票的内涵，更没有固定的消费群
体。”但赵之民说，哪怕是最困难的时
候，他们也没有动摇过。在这二十三年
里，夫妻俩人早九晚九，两人一年除去
少数节假日，天天开站，家里的晚饭时
间更是调到晚上十点以后。”赵之民
说，“投注站需要攒人气，而街坊每个时
刻都有可能过来，投注站每开多一天，
都是让更多人了解福彩的好机会。”

赵之民和妻子是出了名的“拼”，但
他们的拼，不仅仅是为了养家糊口。赵
之民分享道：“每卖出一张彩票都能够
筹集到公益金，用于社会福利和公益事
业。有时，我陪父亲去社区的长者饭堂
就餐，看到招牌上‘公益福利金项目’的

字样，心里就有一种别样的自豪，这些
公益福利设施的建设，其实也有我们投
注站的一份力。”

有勇也有谋，站点服务要到位
光靠一个“拼”字，远远不足以让彩

民留下来成为熟客，于是赵之民开始研
究福彩的相关知识或技巧，“为的是方
便彩民，让彩民在这里获得更好的购彩
体验”。赵之民回忆，那时，人们兴起看
双色球的走势图，“业内有一套走势图
的标准，但也有的站点会在标准之上，
继续在走势图上下功夫，希望让彩民从
自己的走势图看到更多信息。不仅分
区，而且有定位，有跨度，有各种各样的
信息”。

接触过装修行业的赵之民认为这
一点值得学习，于是也在站点的装修上
下了不少功夫。在投注站装修标准的
基础上，他把每期双色球开奖数据做成
了特制的滚筒图，并且把数据连了起
来，每天在站内贴上推荐的投注号码，
这些创新举措颇受喜欢研究彩票的彩
民们的欢迎。尤其是开奖日，周边街坊
都会赶过来，而刘美英则一大早核对数
字，再用刻度尺规整地连成变化走势
图。“有的老人家，就靠这个走势图来购
买双色球。”赵之民说，“有时候有街坊
路过，问我们有什么好号推荐时，我们
也很自豪，那一刻，会觉得自己在投注
站的努力得到认可。”营业多年，站点的
中奖记录也多了起来，这让他很欣慰：
“店里中过两次头奖，二等奖数不清，每
次中奖，不仅彩民开心，我们自己也有
自豪感。这种自豪感也激励着我们不
断努力。”

既是投注站，也是“休闲驿站”
位于五羊邨的东兴南路交通便

利、商铺众多，居住的也多是广州本地
街坊。在赵之民夫妻眼中，要让彩民
留下来，不仅要在“福彩”上下功夫。
“街坊就喜欢熟络的感觉，买多买少都
没有关系，就算不买彩票，坐下来聊聊

天，我们也很欢迎。”赵之民说，日子久
了，很多街坊习惯了每天来一次、坐上
10分钟，和其他街坊闲聊一番，经常还
有环卫工人、保安把站点作为歇脚、纳
凉的地方，成为街坊心中的“休闲驿
站”。

有一次，一位老年人在投注站买彩
票时意外晕倒，躺在地上动弹不了，赵
之民和刘美英赶忙对老人实施急救，同
时打电话通知老人家人和120。一个星
期后，老人出院了，还表示要给夫妻二
人送感谢锦旗。赵之民说，一个好的福
彩投注站应当成为社区的一部分，跳出
基于消费形成的关系，回归到社区邻里
之间，大家互帮互助，同时通过参与福
彩，建设更美好的社区。

赵之民说，这就是广州人常说的
“烟火气”，无论是来买彩票还是做其他
事情，大家更在意的，一直都是背后的
人情味。也正是这份人情味，让他坚持
了二十三年，也让周边的街坊都认准了
这里，许多忠实彩民还会把这家
44010138福彩投注站推荐给身边好友，
久而久之，来购彩的人越来越多。“在我
们看来，一定会有越来越多人参与福
彩，这项事业，值得大家为之努力。”赵
之民说，如今的成绩，是他们用心血浇
灌而来，他们也将带着这份信念继续走
下去，让更多人了解、认识福彩。

新快报讯 记者陆妍思 通讯员黎
思凤报道 双色球第21119期开奖中，
云浮市云安区石城镇珠洞大坑口村一
巷44210613投注站中出1注7万多元二
等奖。近日，一名着装朴实，衣服还沾
有些粉尘的小哥来到了云浮市福彩中
心兑走了大奖。

在兑奖过程中，小哥说自己是外省
人，在云浮从事石材行业多年了。“兑完
奖又要回去上班了！”他憨憨地笑说，知

道自己中了奖之后，情绪有点激动，就
迫不及待地来兑奖。”原来这就是他衣
服上有白色的灰尘的原因。

据悉，小哥自从2019年就开始不
间断地小金额购买双色球，每期都是买
两张，一张单式，一张复式。这次能中
二等奖，是得益于他今年一直到现在钟
情于一组数字。

虽然这次只差蓝球就中一等奖，但
小哥表示已经非常满足了，中奖只是一

种运气，心态一定不能偏激，要快乐并
理性地投注。“多一份爱心，就多一份希
望。未来定会继续支持福彩，继续支持
慈善事业。”

值得一提的是，中奖的44210613
投注站于2019年开机，在短短两年多
里就赢得了彩民的信赖，拥有较多的忠
实彩粉。据该业主介绍，此次中奖是该
网点第一次中出大奖，希望沾沾小哥哥
的喜气，自己站点也能继续走大运。

钟情一组数字大半年 云浮小哥喜中二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