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前副总统 、民主党人乔·拜登自 5 月中旬启动
总统竞选活动以来，便紧锣密鼓参加各种造势活动。在
近日一场竞选集会上 ，77 岁的他甚至当众 “卖萌 ”，当
妻子吉尔·拜登在台上发言时，站在一旁的拜登突然咬
住了她的手指。吉尔先是显得有些吃惊，随后和台下的
观众一起笑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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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拉选票拼了！
77 岁拜登当众“卖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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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北约成立 70 周年 。
12 月 3 日 在 伦 敦 召 开 北 约 峰
会 ， 按理说应该是一场高调的
“生日派对”。然而因为老大特朗
普的态度以及内部争吵 ，北约这
次生日可能很不快乐 ，甚至有些
与会者提前预警 ， 称这次会议
“连峰会都算不上”。

先看看背景 。 北约全称 “北
大西洋公约组织 ” （英文名称首
字 母 缩 写 为 NATO）， 成 立 于
1949 年，是以美国为首的军事同
盟。用其第一任秘书长伊斯迈尔
的话说 ，成立这个军事同盟的目
的 ，是 “挡住俄国人 ，留住美国
人，压住德国人”。当时二战结束
不久 ，欧洲很虚弱 ，既担心苏联
趁机入侵又提防德国复辟 ，所以
要留下美国维护欧洲安全。不过
70 年来世界发生巨变 ， 特别是
苏联解体后 ， 北约也做出调整 ，
重新界定自身使命 ，不仅继续防
范俄罗斯 ， 更扩张行动范围 ，参
加了阿富汗 、叙利亚 、利比亚等
军事行动 。 北约规模也不断扩
大 ，目前已有 29 个成员国 ，总部
设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

北约是以西方国家为主的
军事同盟 ，美国提供了最多的人
力物力 ，不过北约也成为美国称
霸世界的重要工具之一。

北约内部一直存在矛盾 ，特
别是冷战后 ，美国一直要求其他
成员国承担更多的费用。特朗普
上台后 ，美国政府风格大变 。 特
朗普也要求成员国增加 “份子
钱”，但和以前美国政府比起来 ，
态度更加咄咄逼人 ，甚至恶声恶
气；他对北约维护的西方共同目
标似乎没有多大兴趣 ，称北约过
时；他对北约目前界定的最大对
手俄罗斯似乎也没有敌意。

用美国前驻北约大使伯恩斯
的话说， 这两年凡是特朗普参加
的北约峰会，“都被他搞砸了”。

北约不仅面临老大特朗普
的“不友好”态度，内部的争吵声
越来越大 ，特别是法国总统马克
龙的批评。

马克龙对美国的北约政策
很不满 ，曾经当面不点名批评过
特朗普的“民族主义 ”；上个月还
抱怨说 ，北约现在一天到晚就是
辩论经费问题 ，成员国之间分歧
严重，没有针对新形势的战略规
划，已经处于“脑死亡”状态。

对马克龙的激烈言辞，德国总
理默克尔说“言重了”，即将离任的

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说“北约只是
精神差了一点”。 《纽约时报》12 月
1 日的报道则援引专家的话说，马
克龙这么做，就是想“出风头”，“把
欧洲和美国对立起来”， 借机凸显
法国的重要性。 美国有媒体报道
称， 特朗普现在对马克龙也很不
满，私下曾抱怨过多次。

这种气氛下 ，北约峰会选址
都需要有点“算计”。 《纽约时报》
上述报道称 ， 本来成立 70 周年
之际的峰会 ，应该是在北约诞生
地华盛顿召开 ，但北约的首脑们
怕 “不可预测的 ”特朗普搅局 ，所
以不敢在美国首都开 ；而此时英
国因为 “脱欧 ”闹得乱七八糟 ，需
要举办一次这样的峰会 ，证明自
己仍在西方团体中 ，所以会议就
选择在伦敦开 。

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报
道说 ，尽管成员国首脑纷纷赶往
伦敦赴会 ，但北约目前面临诸多
困难 ，大家都没有为北约庆祝生
日的心情。 美国新闻网站“值得”
（Axios)的相关报道则说 ，现在与
会的其他成员国首脑 ，最希望的
就是特朗普在出席峰会讲话时 ，
要严格照着讲稿念 ， 如果脱稿 ，
可能就会“出状况”。

也有分析从好的方面出发 ，
认为争取竞选连任的特朗普 ，可
能会将北约表扬一番 ，然后说成
是自己的功劳 ，这样就算他的外
交成就了 。 另外 ，既然马克龙说
北约 “脑死亡 ”，特朗普可能偏要
和他对着干，说北约状态正佳！

而且 ，特朗普对北约的威胁
也许没有人们想的那么大。

英美媒体曾分析 ，尽管特朗
普经常骂北约 ，但近两年美国对
北约的投入其实是不断增加 ，还
计划在一些北约国家 （如波兰 ）
增加驻军 ，美国的军界和政界对
北约也是坚定的支持 。 只是 ，如
果特朗普连任 ，继续对北约 “不
友好 ”， 那真会对这个西方军事
同盟造成“巨大伤害 ”。

马耳他一名记者遇害案
持续发酵， 总理约瑟夫·穆斯
卡特12月1日宣布，“出于形
势需要”，明年1月辞职。

穆斯卡特说， 他打算1月
12日辞任执政党工党主席、数
天后辞任总理；工党将选出新
领导人出任总理。他否认与知
名女记者达夫妮·卡鲁阿纳·
加利齐亚两年前遭汽车炸弹
袭击案有牵连， 称辞职只是
“形势需要”。

穆斯卡特现年45岁，2013
年出任总理，2017年连任。包

括加利齐亚家人在内的数以
千计示威者近期不断施压，要
求穆斯卡特下台，指认他包庇
袭击事件相关人员。

法新社报道，加利齐亚从
事反腐败报道，指认总理办公
室主任基斯·斯肯布里、 旅游
部长康拉德·米齐和经济部长
克里斯蒂安·卡尔多纳腐败。
斯肯布里和米齐11月26日辞
职。 斯肯布里同一天遭逮捕，
11月28日获释，触发他获得包
庇的质疑。

警方消息人士告诉法新

社，遭指控参与谋杀的马耳他
大亨约尔根·费内克指认斯肯
布里是“真正主谋”。

另外， 这一案件的主调
查人基思·阿诺德遭指认与
穆斯卡 特 和 斯 肯 布 里 关 系
密切。

马耳他位于地中海，是欧
洲联盟成员国。 欧洲议会一
个代表团定于 2日抵达马耳
他， 将就这个国家司法系统
独立性和高官所受腐败指认
作调查。

王雪梅(新华社特稿 )

马耳他总理将辞职
被指包庇

记者遇害案相
关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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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约生日不快乐

日本和美国政府 2011 年商定，把
驻日美军舰载机的演练地点转移至马毛
岛。 马毛岛面积 8 平方公里，位于九州岛
以南，隶属鹿儿岛县西之表市，距离日本
西南沿海大约 30 公里。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 2 日在记
者会上说， 防卫省和开发商 11 月 29 日
达成购买协议。

他说：“从安全保障角度讲， 重要的
是确保（美军）舰载机起降的训练场所，
这样我们就能尽早建设永久设施。 ”

美军航母舰载机最初在神奈川县厚
木基地模拟起降训练。 训练产生巨大噪
音，基地周围日本居民不堪其扰。 训练地
点 1991 年起改在东京以南大约 1000 公
里的硫黄岛。所有美军舰载机人员去年转
移至位于日本西部山口县的岩国基地。

岩国基地距离硫黄岛大约 1400 公
里，距离马毛岛大约 400 公里。美国方面
希望尽快搬往新的训练基地。

岩国市长福田良彦说， 中央政府的
决定是“前进了一大步”，“建设永久训练
设施对减少岩国居民的担忧是必要举

措。 我们将要求中央政府尽早建成（马毛
岛上的）设施”。

东京一家开发商拥有马毛岛大部分
土地所有权。 由于更换会长，这家开发商
今年 5 月与日本政府就购地事宜谈崩，
双方秋季重启谈判。

菅义伟说，由于收购没有完成，他不
打算公开更多细节。

西之表市市长八板俊辅先前说，即
使日本政府与土地所有方签署购地合
同， 西之表市也会寻求比战机训练更合
适的方式利用马毛岛。

法新社 2 日报道， 一些居住在马毛
岛周边岛屿的居民说， 他们担心会受舰
载机模拟起降训练噪音滋扰。

驻日美军给日本多地居民带来困
扰。 冲绳县长期忍受美军犯罪、坠机及高
空坠物、 噪音等， 不断呼吁美军基地迁
走，为此与日本中央政府打官司。 东京一
家法院去年底判决， 位于东京都郊区的
驻日美军横田基地噪音影响周围居民生
活，日本政府应向这些居民支付赔偿金。

杜鹃（新华社特稿）

韩国官员 12 月 2 日启程前往美
国， 就驻韩美军费用分摊新协定与美方
进行第四轮谈判。

韩方首席代表郑恩甫（前译宋恩博）
定于 12 月 3 日至 4 日在美国首都华盛
顿会晤美方首席代表詹姆斯·德哈特。 郑
恩甫 2 日在仁川国际机场告诉媒体记
者，希望达成“双方都接受”的协定。

郑恩甫说， 尽管美方在第三轮谈判
中首先“离开（谈判）场地”，韩方仍希望
达成协议，以加强韩美同盟和防务协作。

美国自 1953 年以来在韩国驻军 ，
现有大约 2 .85 万人。双方 1991 年以来

先后签署 10 份驻军费用分摊协定。 第
10 份协定今年 3 月签订 ，12 月 31 日
到期。

多家媒体先前报道， 美方要求韩方
每年承担将近 50 亿美元，是今年的 5 倍
多，韩方难以接受。依据第 10 份协定，韩
方 2019 年分摊 1.04 万亿韩元 （约 合
8.83 亿美元），比上一年增加 8.2%。

郑恩甫预期， 韩美今年底前将进行
第五轮谈判。 当记者问双方能否在年底
前达成协定，他说双方将尝试“原则上”
达成协定， 但情况可能变化，“取决于谈
判进展”。 （新华社）

为解决驻日美军在冲绳扰民问题

日日本本政政府府买买岛岛供供美美军军演演练练
日本政府 2 日确认，决定以 160 亿日元（约合 10.3 亿

元人民币）从开发商处买下日本西南一座无人岛，供美军
驻日部队做航空母舰舰载机模拟起降训练。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2
日指认巴西和阿根廷操纵汇率、
损害美国农民利益， 打算恢复对
这两个南美国家的钢铁和铝产品
征收高关税。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推特”写
道：“巴西和阿根廷一直让他们的货
币贬值， 这对我们的农民不利。 因
此， 我将立即恢复这两个国家进入
美国所有钢铁和铝产品的关税。 ”

特朗普没有给出细节。 美国
贸易代表办公室暂时没有作出
回应。

特朗普去年 3 月以进口钢铝
产品危害美国“国家安全”为由，
宣布对进入美国市场的钢铝产品

分别征收 25%和 10%的关税。 美
方后续豁免一些国家， 包括巴西
和阿根廷。

巴西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
2 日接受巴西媒体采访时说，他
不认为特朗普所作决定是报复，
希望与特朗普通电话。“我们的经
济基本上得益于商品（出口），这
是我们的（收入）来源。 我希望他
能理解， 不要用这种方式惩罚我
们，我有信心他会听我们说。 ”

阿根廷生产和劳工部长丹
特·西卡说， 特朗普的决定令人
“意外”，他正寻求与美方谈判。阿
根廷外交部说， 阿根廷将与美国
国务院谈判。 （新华社）

特朗普及律师
拒绝出席首场弹劾听证

白宫 12 月 1 日回复国会方面，说总统唐纳
德·特朗普或他的律师 4 日不会出席针对特朗普
的弹劾公开听证会，但不排除参加后续听证会。

白宫律师帕特·西波隆给众议院司法委员会
主席杰罗尔德·纳德勒回信，说特朗普或律师不
会出席 4 日听证。

4 日听证将就弹劾的宪法依据听取法律专
家意见。 司法委员会继而将举行更多听证，从而
决定是否提议弹劾特朗普、以什么“罪名”弹劾。

纳德勒先前致信白宫，“邀请”特朗普或他的
律师出席 4 日听证，限期 1 日 18 时以前答复。

西波隆在信中写道，调查“没有依据，党派
色彩浓厚，与所有历史先例不符”，“没有基本的
公平”。

他说，司法委员会没有公开出席听证的法律
专家身份，且不清楚这一委员会是否会向特朗普
提供“公正程序”，因而特朗普方面不会出席。

4 日听证会是弹劾调查开始以来由众议院
司法委员会举行的首场听证。

白宫方面没有排除出席后续听证的可能
性。 西波隆在信中写道， 如果司法委员会在
“公平程序”和“保障总统的权利和特权”方面
“严肃 ”行事，“我们可能会考虑 ”参加后续听
证。 他列出多项条件，包括允许共和党方面传
唤证人。

（新华社）

特朗普：
打算恢复对巴西阿根廷征高关税

韩国代表赴美再谈驻军费

马毛岛 （资料图片 视觉中国供图）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于 2019 年 9 月 6 日裁定受理广州市协和旅游贸易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查明，经清算，广州市协和旅游贸易公司已资不抵债且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在偿
付破产费用后，无可供分配的破产财产。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第一百二十条第一款的规定，“破产人无财产可供分配的，管理人应当请求
人民法院裁定终结破产程序”。 现经广州市协和旅游贸易公司管理人清产核资，
广州市协和旅游贸易公司现已资不抵债， 在偿付破产费用后， 现无财产可供分
配， 广州市协和旅游贸易公司管理人申请宣告广州市协和旅游贸易公司破产并
终结广州市协和旅游贸易公司破产程序符合上述法律规定。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二十条之规定，本院于 2019 年 11 月 27 日
裁定宣告广州市协和旅游贸易公司破产并终结广州市协和旅游贸易公司破产程
序。 特此公告。 2019 年 11 月 28 日。

债权转让公告
债权人蔡德有与汕头市富力源贸易

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30 日签订《债
权转让协议》， 蔡德有将享有汕头市澄
海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粤 0515 民
初 866 号生效的《民事判决书》 确定的
债权权利及蔡德有在与债务人陈乐强、
陈乐伍、广东猛狮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原
《借款合同》原《保证担保合同》享有的
合同权利全部转让给汕头市富力源贸
易有限公司。 请债务人自即日起向汕头
市富力源贸易有限公司履行上述判决
书及合同确定的全部义务。 特此公告

蔡德有
2019 年 12 月 3 日

债权转让公告
债权人陈彬生与汕头市富力源贸易

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30 日签订《债
权转让协议》，陈彬生将享有汕头市澄海
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粤 0515 民初
867 号生效的《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债权
权利及陈彬生在与债务人陈乐强、 陈乐
伍、广东猛狮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原《借款
合同》原《保证担保合同》享有的合同权
利全部转让给汕头市富力源贸易有限公
司。 请债务人自即日起向汕头市富力源
贸易有限公司履行上述判决书及合同确
定的全部义务。 特此公告

陈彬生
2019 年 12 月 3 日

手机 /微信：13711118182汤生免费体验厂销价 680 元 / 个起

创立 19 年

补补发发前前 补补发发后后

广 告

时间：早 9:30一晚 20:30网址：www.gzbufa.com

(中国大酒店旁)可坐地铁 2号线越秀公园站 E出口左转 3米
地址：广州市越秀区解放北路 899号锦洲国际中心十楼 10B03室

电话：4000628182

脱脱发发可可补补发发
和事公司为稀疏、疤痕；全

秃、医疗脱发患者复原脱发前的
风采，脱哪里补哪里。 可随意梳
洗吹烫、可遮盖白发，无效退还。

减资公告
广东粤海豹服饰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441881MA4WCTG939）经
股东决定拟将公司注册资本由原来
1000 万元人民币减少至 10 万元人民
币。 请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向
本公司申报债权。 逾期不申报，视为放
弃权利。 特此公告。

遗失声明: 阳春市合水镇肥蔡早餐店遗
失营业执照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1781MA4WWTBU20， 条 形 码
100349824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文智教育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行政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陈友升向汕头市澄海区协和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购买位于澄海区玉兰苑 7
栋 303 房壹套，不慎遗失《汕头市商品房
买卖合同》一份，合同号：7120727。 现声
明作废。如有异议者请于 15 日内向该公
司提出书面异议。

声明人：陈友升

雨虹防水补漏
卫生间 ，楼顶 ，天勾，外墙 ，泳池 ，鱼池
漏水，环氧地坪漆 ，卫生间速通 ，楼顶
隔热，联系人：陆师傅，18965250888
遗失声明: 朱坚龙 2019 年 12 月 28 日遗
失身份证及沙头角边境特别管理区通
行证，号码 4452241992xxxx5219，声明遗
失期间的法律经济责任与本人无关。

寻找弃婴生父母
公 告

吉宝芳，女，于 2019
年 9 月 19 在化州市社会
福利院门口捡拾 ， 低体
重， 出生时间约 9 个月

大。 请孩子的亲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持
有效证件与化州市民政局黎小姐联系，
联系电话：0668-7313729。 即日起 60 天
内无人认领，孩子将被依法安置。

化州市社会福利院

遗失声明：湛江安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遗失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联和发
票联 ， 发票号码 48673608， 发票代码
4400191130，特此声明。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 告
( 2019)粤 01 破 115-3 号

2019 年 4 月 28 日， 本院根据广州
鸿伟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
理广东广发装饰工程公司破产清算一
案。 经查明，广东广发装饰工程公司资
产 合 计 21,549.05 元 ， 共 负 有 债 务
3987452.49 元，属于资不抵债。 广东广
发装饰工程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
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也不具备
重整、和解的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破产法》 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
本院于 2019 年 11 月 27 日裁定宣告广
东广发装饰工程公司破产并终结破产
清算程序。

特此公告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遗失声明
阳江市江城区智博教育培训中心遗失
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J5990001649501，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个体工商户钱少如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 注册号：441581600305910， 声明作
废。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 告

( 2019)粤 01破 16-2号
因广东宇新物业管理中心无

财产可供分配，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零七条、
第一百二十条之规定， 本院于
2019 年 11 月 25 日裁定宣告广东
宇新物业管理中心破产并终结广
东宇新物业管理中心破产程序。

特此公告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遗失声明
南雄市唐风广告传媒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一枚， 编号：4402820028291， 声明作
废。

筹备成立公告
南澳县深澳镇社会工作与志愿服务

协会经南澳县民政局批准筹备成立，本
协会以助人自助， 服务社会为宗旨，诚
挚欢迎热心公益人士加入。 地址：南澳
县深澳镇海滨村老年人活动中心 2 楼，
联系人：徐小姐 13424742671

怡海广场拍卖公告
北京中招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接受委托， 将于 2019 年 12 月 10 日上午 10：00 在深

圳市南山区南山大道 1039 号枫叶城市酒店 5 楼 1 号会议室公开拍卖下述标的：

展示时间：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 2019 年 12 月 9 日止。
展示地点：标的所在地。 竞买手续办理日期：2019 年 12 月 8 日至 9 日。
有意参与竞拍者应不迟于 2019 年 12 月 9 日，将竞买保证金汇入我司账户（以到
账为准），携带有效证件（包括但不限于居民身份证等）和汇款凭证到深圳南山怡
海广场东座 22 层办公室办理相关竞买手续。 开户行：浦发银行北京紫竹院支行
账号：9126 0154 8000 02363 开户名称：北京中招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垂询电话：13366241311 尹女士 13911223393 周先生

序号

1

2

3

4

5

房号

深圳市南山区创业路北怡海
广场商住楼西座 28A
深圳市南山区创业路北怡海
广场商住楼西座 28B
深圳市南山区创业路北怡海
广场商住楼西座 28D
深圳市南山区创业路北怡海
广场商住楼西座 28E
深圳市南山区创业路北怡海
广场商住楼西座 28H

产权证号

深圳地字第 4000030110

深圳地字第 4000030108

深圳地字第 4000030113

深圳地字第 4000030114

深圳地字第 4000030122

建筑面积
（平方米）

105.98

84.92

105.98

105.98

105.98

参考价
（万元）

460

373

451

456

465

保证金

30万元 / 套
说明：交一份保证金 30 万元可参与
1-5 号标的中的任何一个标的竞拍，
但当成功竞买其中一标的后，不得
再参与之后标的的竞价，依此类推。

遗失声明：佛山市宽阔贸易有限公司遗
失提单一份 ， 船名航次 ：NYK LYRA
942E， 提单号： GXPTY19098402， 此票
提单遗失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丰县安瑞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粤
N2005711）遗失道路营运许可证，证号：
44150000887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阿米汇赢教育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财务章、法人章（法人：张群成）各一枚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阳江市富强沼气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遗失
组织机构代码证正本， 代码：06514292-
3，声明作废

德才兼备广州男 63 岁自做
生意身体健康拥有财产经
济好但很孤单觅平凡女共
度晚年 020-87612538 欧阳
老师

男 士 征 婚

广州退休小学校长 60 岁温柔漂
亮丧偶 3 年无育儿女唯一至亲
刚去世更感孤独经济富足闲时
逛公园爱打理家务渴望找到善
良老伴扶持到老男方有儿孙更
佳学历不限 020-83526839 亲听

退休女护士长 56 岁貌美心善因
错过婚姻无孩无伴独居经济好
觅好脾气男 020-83527749 亲听

13068882845女 45岁
自办工厂经济稳有住房觅顾家
善良男入住我家不诚勿扰

女 士 征 婚

分类广告
地址：广州市黄埔大道中 309号自编 3-10A一楼 咨咨询询、、投投诉诉热热线线：020-87133122

电话：020-87566523、13622244208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 490 号壬丰大厦西厅

3015 室

电话：13922437901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中腰岗西 11 号

204 室

上门广告服务代理
本版信息

由大众提供

请需者谨慎选择
锦洪
广告

鸣友
广告

本版信息由大
众提供，请需者
谨慎选择！

排列 3 排列 5 第 19322 期

兑奖时间：从今日至 2020年 1月 31日（过期无效）
14034589.52元奖金滚入下期排列三奖池。
375938317.02元奖金滚入下期排列五奖池。

直选

组选 3

组选 6

全国销量
（元）

单注
奖金
（元）

16732010

中奖情况

排列 3 9 7 2

排列 5 9 7 2 2 5

1040

346

173

100000

排
列
3

排列 5 11040642

6257

0

12528

72

本省销量
（元）

752788

全国
中奖
注数

本省
中奖
注数
329

0

430

彩票开奖公告栏 开奖时间：2019年 12 月 2 日 ●●●●●●●●●●

“南粤风采”36选 7 第 2019322 期

中奖等级 中奖注数 总中奖金额（元） 单注奖金（元）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0

0

3

40

76

1813

0

0

12990

20000

7600

18130

4330

500

100

10

中奖情况

36选 7投注总金额：358478元
中奖基本号码：25 17 01 31 35 06 特别号码：24

好彩 36投注总金额：524184元

类别

好彩 2

好彩 3

投注额（元）

33262

490922

中奖注数

202

378

单注奖金（元）

84

649

兑奖日期：自开奖之日起 60个自然日内

累计奖金 816776元滚入下期一等奖。

好彩 1 第 2019322 期

投注总金额：499384元
兑奖日期：自开奖之日起 60个自然日内

中奖符号

投注方式 投注额（元）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数字

生肖

季节

方位

471110

26838

746

690

4224

196

16

17

46

15

5

5

24 猪 秋 北

3D 第 2019322 期

中奖号码 0 4 4

奖等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组选 3
组选 6
1D
2D

通选 1
通选 2

包选三全中
包选三组中
包选六全中
包选六组中

和数 8

353
358
0

183
108
0
6
0
0
0
0
53

本期投注总额：1746124元；本期中奖总额：505395元
奖池资金余额：4528343元。
兑奖时间：自开奖之日起 60个自然日内

1040
346
173
10
104
470
21
693
173
606
86
23

367120
123868

0
1830
11232

0
126
0
0
0
0

1219

广东省体育彩票中心 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授权发布

超级大乐透 第 19138 期

全国销售量(超级大乐透)：292541823元

1807797395.91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 2020年 1月 31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一等奖

二等奖

2

0

164

28

323

643

17562

20531

44904

707642

7481343

本期中奖情况

前区号码
04 20 07 06 29 02 04

后区号码

奖级 中奖注数 单 注 奖 金
(元)

基本

追加

合计

应派奖金合计
(元)

基本

追加

10000000

319280

255424

10000

3000

300

200

100

15

5

20000000

0

52361920

7151872

3230000

1929000

5268600

4106200

4490400

10614630

37406715

146559337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七等奖

八等奖

九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