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25日， 佛山福彩按照分区域、 分游
戏、分渠道和销售场所自愿原则有序恢复销
售。 为减轻福彩投注站的压力，提振销售队
伍信心，佛山福彩计划为投注站提供三方面
的补贴： 一是店铺租金补贴， 每个投注站
1000-2000元；二是人工补贴，每个投注站
1000-2000元； 三是疫情防控物资补贴，每
个投注站300元。

为保障全市福利彩票销售场所及人员
的健康安全，佛山福彩多方渠道积极协调投
注站防疫物资的配备。 通过摸底排查，了解
到全市投注站的防疫物资基本配备齐全，但
是红外线体温仪缺口较大，通过市防疫指挥
部防疫物资采购渠道采购，统一为全市投注
站配齐了红外线体温仪，补全了投注站恢复
销售准备工作的最后缺口，保障福彩销售场

所的安全可靠。
此外， 佛山福彩专门成立了宣传队伍，

制作“如何对投注机进行清洗与维护”的操
作视频，并通过微信、QQ、微博等媒体平台
积极与销售人员进行沟通， 做好延迟开市、
暂停销售等相关通知的解读工作，及时了解
销售人员心理层面的需求， 稳定大家的情
绪，同时，鼓励大家既要做好个人防护工作，
又要做好随时迎接彩票市场开市的准备；并
密切跟踪福彩相关的舆情动态及人员的健
康情况， 做好舆论引导和舆情管控工作，对
在此次疫情防控工作中作出积极贡献的先
进人员、先进事迹进行报道，传播福彩正能
量，树立良好的福彩品牌形象，提升福彩队
伍的凝聚力。

（汪海晏 巫倩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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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随着全市福利彩票有
序恢复销售，广州福彩同步恢复
电脑型、即开型福利彩票的正常
兑奖工作，彩民可根据自身实际
情况合理安排兑奖时间。

根据中国福彩中心有关安
排， 为保障购彩者合法权益，凡
购买的福利彩票乐透数字型游
戏兑奖截止日期在春节休市和
暂停销售期的，或兑奖期包含春
节休市和暂停销售期的，兑奖截
止日期一并延长至 5月 6日。

“勇士闯关5”等100款即开型彩
票的停止销售时间调整为6月20
日24时， 兑奖截止时间调整为8
月20日24时。

万元以下可在投注站兑奖

广东省福彩中心规定，电脑
福利彩票单张彩票的总中奖奖
金在1万元及以下的为低等级，
可由投注站负责兑付，且低等奖
实行全省通兑（深圳市除外）。通
过电视机终端、自助终端购彩的
彩民， 单笔交易中奖奖金1万元
及以下金额奖金的将直接划入
用户账户， 彩民可自行提现操
作，即日到账。

需要注意的是，即开型“刮
刮乐”彩票单张中奖金额在5000
元以下的可由投注站和社会网

点负责兑付， 且实行全省通兑
（深 圳 市 除 外）； 中奖金额在
5000元及以上的，须前往市福彩
中心办理兑奖。

万元以上到福彩中心领取

奖金超过1万元时， 彩民需
要按照相关规定缴纳个人偶然
所得税，并开具税票，而目前此
环节无法由投注站来操作，只能
前往当地彩票销售机构兑奖。当
然，兑奖流程也很简单：前往广
州市福彩中心兑奖前，中奖彩民
需准备好中奖彩票和有效身份
证件。

申请兑奖时， 需填写中奖
登记表等表单， 并在中奖彩票
背面签名，注明联系电话。 待工
作人员验证无误后生成单据 ，
录入兑奖人的基本信息， 并核
对奖级、奖金及计税等环节，完
成后由中奖彩民签兑奖登记
表。 随后，兑奖人员核算应扣税
额和应得奖金， 复印兑奖人身
份证件和彩票， 开具税票及代
扣税款凭证。

需要注意的是，中奖金额在
100万元以上的， 中奖彩民还需
前往广东省福彩中心办理二次
验票兑奖手续。

（汪海晏 郭新庆）

疫情慢慢缓解了， 她的心也终
于平静了些。 她试图给那个人打电
话，可是根本就打不通。 看来，网络
真的不可信。心情好些了，她就想做
饭。她不记得多久没做饭了。她突然
觉得男人坐在轮椅上做饭， 挺辛苦
的。虽然她尽心尽力去做了，可是孩
子却皱着眉头，说她做的饭不好吃。
孩子说是说， 嘴却没闲着， 皱着眉
头，把饭往下咽。

她没反驳，因为，她也觉得自己
做的饭不好吃。 但是男人，不说话，
吃得津津有味。 她想： 咋就不知足
呢？ 男人脾气好， 人也好。 孩子懂

事，学习也棒。 要说自由，以往的生
活，要比现在蜗居的生活自由多了。

释然了之后，她觉得浑身舒服。
她想起了孩子说的那句，叫：塞翁失
马焉知非福。她想好了，等镇子上解
封了，他们复工后，她一定当好那个
小彩票站的老板娘。

还有， 她还要继续买彩票。 她
想：万一老天爷眷顾他们了，兴许就
能中个大奖！想到这，她竟然呵呵笑
起来。 已经吃完饭的男人和孩子一
起抬起头，问她怎么了。她答非所问
地说：“我觉得， 这样健康地活着就
是最自由的！ ” （蓝雪冰儿）

今日吉字：
今日吉时：丑时、午时、戌时
今日吉数：08、15、28

� � � � 今日吉肖：牛、龙、马、猴、狗、猪
（风信子）

36选7：03、04、11、13、20、21、23。
双色球：04、05、15、16、24、25后区 ：

02、03、07。
福彩3D：01、02、06。 （安颖）

3月22日， 位于花都区狮岭镇合诚
市场A04号的44012030站传来捷报，该
站彩民凭借一张8元机选票摘得双色球
第2020014期一等奖1注，揽走奖金694
万元，这也是广州福彩复市后迎来的双
色球首金。

花都司机8元票摘694万元
据了解，694万元大奖得主是一名

在花都区狮岭镇工作的司机黄师傅。 开
奖后的第二天一大早，他携家带口火速
赶到广州市福彩中心兑奖处办理了兑
奖手续。 据介绍，他平时就有购彩的习
惯，听说广州福彩恢复销售后，便趁着
周末开奖日前往44012030站机选了4组
号码，总花费8元。他说：“我平时跑完车
会顺路去投注站买上几注彩票，只是作
为娱乐消遣， 每次投注金额也不多，从
未想过靠此发达。 ”

开奖当晚，黄师傅查询中奖号码后
发现自己中了一等奖，便将喜讯第一时
间告诉了妻子，谁知“老婆比我还开心，
激动得失眠了一整晚”。 黄师傅说，他多
年前从北方来到广州工作，现在在狮岭
镇当司机， 每个月能有上万元的收入，
足够一家人的日常生活开销，因此这笔
奖金对全家人来说“算是锦上添花”。 由
于中头奖事发突然，黄师傅夫妻俩打算
等拿到奖金后先把钱存入银行，等碰上
好时机时再辞职去做生意。

全力确保彩民购彩安全
为扎实做好广州市福彩疫情防控

和复工复产工作，广州福彩在有序恢复
彩票销售工作的同时，同步开展了全市
投注站监督巡查工作，督促站点落实落
细销售场所疫情防控措施，全力确保彩
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为协助投注站

做好防疫工作，广州福
彩向全市约1600个福
彩在售实体店发放了
320万元疫情防控专项
补贴和洗手液、消毒液
等疫情防控物资。

此外，广州福彩还
向全市在售实体店投
注站下发了福利彩票
投注站疫情防控工作
指引和疫情防控期间
福利彩票复工复产应急预
案， 要求全体投注站和社会网点
严格按照广州市政府关于疫情防控有
关要求及《中国福利彩票销售场所疫情
防控指南》、《广东省福利彩票系统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
引》等要求，积极做好销售场所的疫情
防控和卫生防护工作，为彩民营造一个
安全清洁的购彩环境。

3月16日，云浮彩票刚刚复市，云浮
福彩发行中心便迎来了复市后第一位前
来兑奖的彩民陈先生。据了解，陈先生在
过年前喜中双色球第 2020009期二等
奖，奖金7.9万元，在复市的第一时间就
赶过来领奖。

陈先生购买彩票半年多， 日常购买
金额每次4-6元，他喜欢买双色球，有时
机选，有时也会自选号，这次中奖的正是
机选出来的靓号。据陈先生回忆，当日他
本想搭公交车去办事，身上没有零钱，看
到旁边有一间中国福利彩票投注站，想
着就快过年了，去买注彩票吧。 没想到，
竟然中了双色球第2020009期二等奖 ，
奖金有7.9万元。 他开玩笑说，他的奖金
也“居家隔离”了两个月，现在终于复市

了，第一时间就过来兑奖。
无独有偶，1998年出生的小徐也是

云浮福彩复市后的第一位幸运儿。 3月
16日，他下楼倒垃圾时发现家对面的福
彩投注站开门了， 便想着“支持一下
吧”，就去店里机选了5组号码。 没想到
喜中双色球第2020012期二等奖， 奖金
约12万元。

“3月17日开奖当晚，看着手上的号
码和电视机前的中奖号一模一样， 我都
不太敢相信，以为自己在做梦呢！ ”欣喜
之余， 他立即在网上查阅相关的兑奖流
程， 第二天就搭车来云浮福彩中心兑奖
了！ 对于这笔奖金， 他表示暂时没有计
划，希望用在有意义之处。

(汪海晏 杨富丽）

广州福彩恢复销售后该如何兑奖？

3月20日， 经过一系列的前
期准备，惠州市福彩投注站正式
复市。 为了进一步落实福彩销售
网点疫情防控工作，惠州福彩成
立疫情防控督导小组，分4个组，
20日起分别奔赴全市8个县区对
已恢复正常销售的福彩销售网
点， 全面展开疫情防控督导工
作。

惠州市现有福彩销售网点
648家，复市前，经各县区管理员
现场勘察站点收集到的资料，符
合条件且自愿在3月20日恢复彩
票销售的投注站共614家， 占全
市投注站总数的95%，其余34家
站点也将陆续有序复工。

惠州福彩中心疫情防控督
导小组分组分区域走访已复工
的福彩销售场所， 开展实地督
导。 每到一家站点，工作人员都
会叮嘱业主或销售人员要勤洗
手，戴好口罩，注意站点日常消
毒、正确引导彩民购彩，做好疫
情期间的防控和销售工作，并鼓
励业主要保持积极心态、克服当

前的困难。
在近几日的督导工作中，

所到站点未出现彩民聚集现
象，站点消毒工作完成得很好，
很多站点防范意识非常强 ，在
复市前就已多次到站点进行了
卫生清洁和全面消毒工作，并
对消防设施和机器设备等进行
了检查，除做好自身防护外，疫
情防控措施落实得非常到位 。
其中，惠州市直、城区和仲恺区
条件允许的福彩店将销售台移
到了店门口， 尽可能避免人员
在店内聚集； 龙门县每个站点
对所有进站点的彩民都进行体
温监测并做好彩民信息登记 ；
惠阳、大亚湾、惠东和博罗的多
数站点都在销售台前设置了安
全隔离杆或在地上贴安全间格
距离标线， 提醒彩民购彩时保
持1米以上距离。 各县区福彩销
售网点结合实际采取多种防控
措施， 最大程度保障销售人员
和购彩者的安全。

（汪海晏 李娜）

惠州福彩疫情防控督导小组
深入站点开展督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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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福彩发放疫情专项补贴 开市大吉！ 云浮两位彩民率先领奖

广州福彩复市次日
迎来双色球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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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汕头市龙湖区人民
法院公告

( 2020)粤 0507民初 224号
张妙华(公民身份号码 3522291978
09024531)、胡光桃 (公民身份号码
352229198208244541)、卢允和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35222919880114051
6)、汕头市广鸿贸易有限公司（法
定代表人张妙华）、周秋香（曾用
名周阿香，公民身份号码 3522291
96910174564）: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分行诉你等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 ,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
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须知、
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等有关材
料。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
十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及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内。 本院
定于 2020 年 6 月 29 日上午 9 时
30 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本案。 特此公告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六日

遗失声明
广州天生出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遗失
财务专用章、法人章（李涛 )各一枚，现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鑫鑫物流有限公司遗失公章（行政
章 )一枚，现声明作废。

广东省汕头市龙湖区人民
法院公告

( 2020)粤 0507民初 343号
广东猛狮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法定代表人陈乐伍 )、 陈乐伍
(公民身份号码 440521197106190
010)、林少军(公民身份号码 44080
3197201092420)、陈再喜(公民身份
号码 440521194504140015)、 陈银
卿 (公民身份号码 4405211948021
60065)、广东猛狮工业集团有限公
司(法定代表人陈再喜):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分行诉你们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民事诉讼须知、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等材料。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 ,经过六十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及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
内。 本院定于 2020 年 7 月 7 日上
午 9 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本案。 特此公告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六日

遗失声明
信宜中宝南玉矿业发展有限公司广州分
公司遗失财务专用章、法人章（彭海）各
壹枚，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荔湾区鹅潭明珠庄园
遗失公章，财务章，私章（邹德志），和机
构 信 用 代 码 证 ， 证 号 G7044010309
229130P，声明作废。物业招租公告

我司位于广州白云区飞
鹅西路 14号首层 454.24㎡的
物业面向社会公开招租，欢迎
有意单位来函、来电商洽！
广州智诚实业有限公司
刘小姐：020-84234977

声 明
广东鼎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法定

代表人周景浩，股东：周景浩、云锦倩；
在本公司注册登记成立起至股权转让
前， 公司的权益未设置任何留置权、抵
押权或其他限制性权益；不存在针对该
权益的任何诉讼、仲裁或争议；不存在
有任何债权债务及完税问题，如有以上
问题出现，我司股东（周景浩、云锦倩）
愿意承担一切由此带来的法律责任和
经济责任！

声明人：广东鼎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周景浩、云锦倩

2020 年 3 月 24 日

诚 聘
老牌专业消毒剂企业扩能诚聘片区业务
经理。 诚征各省、地（市）级合作代理商。
刘女士 13980571599

遗失声明
普宁市米果乐食品有限公司遗失食品
经 营 许 可 证 正 副 本 原 件 ， 编 号 ：
JY14452810005125，现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茂名市茂南华星汽车技术服务
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902
3980165894)经股东会研究决定，公司拟将
原注册资本 1000万元人民币减资为 50 万
元人民币。 自 2020 年 3 月 26日起公司清
理债权债务。 涉及本公司债权债务人如有
异议， 请自本公司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
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 特此公告。

广东省汕头市龙湖区人民
法院公告

( 2019)粤 0507民初 2457号
孙留志 (公民身份号码 4113251987
03044534):

本院受理原告张吾军诉你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 , 已经审理终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 ,现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 (2019) 粤 0507 民初
2457 号民事判决书。 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 ,经过六十日 ,即视为送
达。 如不服本判决 ,可以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汕头市中级
人民法院。

特此公告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六日

遗失声明
连平县大湖市场利军烧腊档遗失营业执
照正副本， 注册号：441623600120199，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阳江市阳东区东城新记食品便利遗失食
品 经 营 许 可 证 正 本 ， 编 号 ：JY1441
7230045035，声明作废。

广东省汕头市龙湖区人民
法院公告

( 2019)粤 0507民初 2197号
江玉水 (公民身份号码 350125198
10131333X):

本院受理原告汕头市比高商
贸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
的规定 , 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9)粤 0507 民初 2197 号民事判
决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
决 ,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广
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

特此公告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六日

遗失声明
广州市馨宁秉文投资企业遗失财务专
用章、法人章各一枚，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维咨驰驱投资企业遗失财务专用
章、法人章各一枚，现声明作废。

共和镇工业污水处理厂 12000� 吨 / 天新建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第 4 号令)，《共和镇工业污水
处理厂 12000 吨/天新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完成，建设单位公开
下列信息，征求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

一、 网络链接 : 请登录鹤山市政府网 http://www.heshan.gov.cn/jmhsghz/gkmlpt/
content/2/2011/post_2011064.html#2754 查看。

二、查阅报纸和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鹤山市工业城管委会，联系方式 :任先生
(0750 -8305201)。 (1)征求意见稿的公众范围:主要为项目周边的居民和团体。 (2)公
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 请登录鹤山市政府网 http://www.heshan.gov.cn/jmhsghz/
gkmlpt/content/2/2011/post_2011064.html#2754 下载。 (3) 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
径: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反馈意见。 联系方式 :任先生(邮箱 78065518@qq.com)
(4)公众提出意见的起始时间: 2020 年 3 月 18 日~3 月 31 日。

特此公示。
鹤山市共和镇经济联合总社

2020 年 3 月 18 日

物业招租公告
我司位于广州海珠区新港

西路 74、76、78 号首层 258.78
㎡的物业面向社会公开招租，
欢迎有意单位来函、来电商洽！
广州智诚实业有限公司
刘小姐：020-84234977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 告

（2020）粤 01 破 69-1 号
本院于 2020 年 3 月 19 日裁定受理广州市圣富乔日用制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

一案，并决定适用快速审理，同时指定广东智洋律师事务所担任广州市圣富乔日
用制品有限公司管理人。广州市圣富乔日用制品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 2020 年 4
月 18 日前，向广州市圣富乔日用制品有限公司管理人（通信地址：广州市天河区
珠江东路 12 号高德置地冬广场 H 座 2502-03 单元；联系人：陈克宇；电话：020-
83150518；13602734375）申报债权。 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
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
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广州市圣富乔日用制品
有限公司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广州市圣富乔日用制品有限公司管理人
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 2020 年 4 月 21 日 10:00 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第 52 法庭召开第
一次债权人会议。 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 参加会议的债权
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
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
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
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 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
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
的指派函。 特此公告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九日

遗失声明
黄明荣遗失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项
目 ： 二 级 锅 炉 司 炉 ， 编 号 ：
44082419670905831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宁县扶贫办遗失《广东省行政事业单
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 第二联， 号码：
AZ13838081，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林烁纯遗失个体户营业执照正本，注册
号：44058360038593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青岛纯生啤广州总经销有限公司遗失营
业执照正 、 副本， 工商注册号 ：4401
011106507 。 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汕头市文嘉塑胶有限公司不慎遗失公章
一枚，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亿等汽配有限公司遗失公章（行政
章）、财务专用章、法人章（林少瑞）各一
枚，声明作废。

排列 3 排列 5 第 20035期

直选

组选 3

组选 6

全国销量
（元）

单注
奖金
（元）

20911910

中奖情况

排列 3 3 2 8

排列 5 3 2 8 1 6

1040

346

173

100000

排
列
3

排列 5 9040072

本期兑奖截止日期将另行公告。
12266519.48元奖金滚入下期排列 3奖池。
360864646.90元奖金滚入下期排列 5奖池。

11710

0

58928

226

本省销量
（元）

794298

全国
中奖
注数

本省
中奖
注数
754

0

1818

广东省体育彩票中心 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授权发布

彩票开奖公告栏 开奖时间：2020 年 3月 25日 ●●●●●●●●●●

“南粤风采”36选 7 第 202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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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

54

93

3056

0

18627

0

27000

9300

30560

18627

500

100

10

中奖情况

36选 7投注总金额：326530元
中奖基本号码：18 13 14 23 01 10 特别号码：20

好彩 36投注总金额：454742元

类别

好彩 2

好彩 3

投注额（元）

27664

427078

中奖注数

611

997

单注奖金（元）

22

214

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 60个自然日内。

累计奖金 1205470元滚入下期一等奖。

好彩 1 第 2020031期

投注总金额：316238 元
本期兑奖期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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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652

6520

604

462

2573

147

71

75

46

15

5

5

20 羊 秋 北

3D 第 2020036期

中奖号码 7 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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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592
0

601
449
3
0
3
0
0
0
6

115

本期投注总额：1414320元；
本期中奖总额：726759元；
奖池资金余额：3808134元。

1040
346
173
10
104
470
21
693
173
606
86
15

615680
0

103973
4490
312
0
63
0
0
0

516
1725

超级大乐透 第 20015期

全国销售量(超级大乐透)213742602元

1389102103.50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期将另行公告。

一等奖

二等奖

2

1

42

9

125

432

9492

15552

20532

458739

4899379

本期中奖情况

前区号码
01 07 24 26 23 03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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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0000

280807

224645

10000

3000

300

200

100

15

5

20000000

8000000

11793894

2021805

1250000

1296000

2847600

3110400

2053200

6881085

24496895

83750879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七等奖

八等奖

九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