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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体育彩票恢复销售以来，湛江体彩捷报频
传。 近日，一对小夫妻来到湛江体彩中心，领取了
一注大乐透追加二等奖30万元。

据幸运儿小许表示，他购彩多年，中奖的号
码是在一年前选的，一共选了2注，此后便一直每
期只买这2注追加投注。 大乐透第20027期开奖，
小许守号的其中一注幸运中得了该期的追加二
等奖，奖金高达30万元。

开奖当晚， 得知中奖后， 小许立刻把好消息
告诉了妻子，两人商量着第二天一起去领奖。 办
理完兑奖手续后，夫妻俩满心欢喜憧憬着美好生
活。 小许坦言：“今年我们工作受疫情影响，当时
只是想买张彩票解个闷，没想到给我们送了这么
大的一个奖，真是太幸运了。 有了这笔奖金，今年
这个难关总算可以挺过去了，回去以后踏踏实实
工作，日子肯定会越来越好。 ”（安颖 吴晓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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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中出该大奖的4401001079
体彩实体店位于海珠区荔福路 111
号。 据中奖人阿成介绍， 他有买彩票
的习惯， 时不时都会买上几注玩玩：
“平时会买点大乐透，顺道看着哪个即
开票好看也会买几张。 ”阿成说，他那
天在店里买完彩票， 看到这款“鼠来
宝”时心想：鼠年开局被疫情“捣乱”，
现在国内情形基本控制住了， 不如买
张试试吧。

“本来我也不抱什么希望的，前
面刮出一个小老鼠 （中奖图案），可
惜只有一只。 没想到刮到最后，居然
出现了两只小老鼠，我赶紧刮开金额
看看，前面是￥30，我以为是 3000，
后来瞄了一眼上面几行显示的奖金
金额，上面那些0比这个0都要胖，而
这是个瘦子，我顿时就暗暗说了一句

‘有戏’，赶紧全部刮开，真的是大奖
呢！ ”

大乐透：前区：小号强
势，大小比关注2：3防1：4。
和值下降， 关注80—100之
间。 奇数反弹，关注奇偶比
2：3防4：1。 012路关注：2：
2：1。 连号热出， 关注小号
区、中号区连号。 后区首防
双小、双奇组合，次防双大、
双偶组合。

七 星 彩 ：610—833—
972—505—243—016—
749。

排列3：精选号码三注：
623、149、805。

排列5：精选号码三注：
04651、17244、95017。

（安颖）

李歆大学毕业后因喜
欢这座海滨城市便留了下
来，几年后，成为一家颇具
规模的外企的业务部门主
管，有着丰厚的收入，加之
李歆人长得漂亮， 在找对
象上非常挑剔， 三十出头
了， 还没有一个令她满意
的男子。

一个偶然的机会，李
歆认识了一所名牌大学的
教师王奇，在李歆眼里，王
奇不算很帅， 只是谈吐风
雅，属知识型男人，但他身
高跟自己差不多， 这让她
很不舒服。相处半年了，李
歆始终保持着不冷不热的
态度， 但王奇却对李歆关
爱有加。

这天， 王奇兴高采烈
地拿着一张彩票对李歆
说：“我的彩票中头奖了，
号码是我们相识那天的年
月日组成的。 ”李歆对彩票
中奖并不感兴趣， 她有着

丰厚的薪酬， 完全能够满
足自己的生活开支。 看到
王奇兴奋的样子， 她竟然
有点鄙视， 觉得他太看重
金钱了， 就想找个机会和
他彻底分手。

李歆的表姐是医院的
大夫，一天，李歆感觉身体
不适， 到医院找表姐检查，
并把王奇彩票中奖的事对
表姐说：“王奇个头矮，而且
太看重钱，我想和他分手。 ”
但表姐对李歆诉说王奇的
事， 好像一点也不感兴趣，
只顾着看各项检查指标。突
然， 表姐严肃地对李歆说：

“妹呀，你患的是乳腺癌，恐
怕得筹一大笔钱住院治疗，
王奇是你男友，他彩票中大
奖了，让他先拿出一部分钱
给你看病。 ”李歆却说：“我
死也不会让王奇知道我患
乳腺癌，我要和他分手。 ”说
完，她转身就回家了。

（杨进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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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体彩喜报频传
鼠来宝”爆广东首个30万元头奖

羊城晚报记者 安颖 通讯员 李琪

公益体彩邀大家一起创业
啦！ 广州体彩面向全市公开征召
体育彩票代销网点， 邀请有志之
士创业当体彩网点老板。

根据4月29日发布的《广州市
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代销网点征召
公告》，广州体彩建站申请人必须
是年满18周岁且具有完全民事行
为能力的个人， 或是依法成立的
法人组织，近5年内无刑事处罚记
录和不良商业信用记录。 申请开
设体育彩票代销网点的自然人，
不得为国家公职人员、 体彩机构
人员及近亲属（即配偶 、父母 、子
女、兄弟姐妹 、祖父母 、外祖父母 、
孙子女、外孙子女）。

据了解，申请开设的体育彩票
代销网点须具有专用固定场地，其

申请人须拥有该场地的所有权或
使用权。 代销网点面积原则上需10
平方米以上，能接入一条“中国电
信”体彩专线，交纳1万元传统终端
机押金（退站时若设备完好则押金
如数返还，不计息）。 申请开设的代
销网点须与现有或待开网点之间，
原则上应保持200米的间距。

目前，最新版的《广州市体育
彩票管理中心代销网点征召公告》
全文已公布在广州市体育彩票管
理中心官方网站（www.gztycp.
cn）的“通知公告”栏。 有志于投身
体彩公益事业的申请人可登录上
述官网进入“网点申请”专区，或直
接登录广东省体育彩票网点征召
平 台 （http://apply.gdlottery.
cn/）申请。 （安颖 李琪）

创业吧！ 广州体彩征召代销网点 两注号码守一年多
湛江幸运儿喜中30万元

广州体彩又传中奖喜报！ 正
逢广东体彩“顶呱刮三重礼”活
动火热进行，“鼠来宝”体彩即开
票30万元大奖又来助兴，广州中
出广东首个“鼠来宝”头奖。

据悉，“鼠来宝” 是顶呱刮即开型
体育彩票在猪鼠跨年之际隆重推出经
典的生肖套票， 延续了往年生肖票的
多种玩法， 与往年生肖票连成生肖系
列产品。它借用了中国传统曲艺“数来
宝”的谐音，象征鼠年吉祥发财的美好
寓意。 该票种共有3个版本，票面主形
象为卡通老鼠和财宝， 形象可爱、生
动、有趣。 票面的设计风格新颖，颜色
鲜亮醒目。其游戏规则也非常简单，刮
开覆盖膜，在任意一场游戏中，如果出

现两个相同的“鼠”标志，即中得该场
游戏右方所示的奖金金额； 如果出现
“顶呱刮”标志，即中得该场游戏右方
所示奖金金额的3倍。中奖奖金兼中兼
得，最高奖金30万元。

值得一提的是，“顶呱刮三重礼，
助力光芒新生活” 活动目前正在火热
进行，千元电商卡、总值450万元的赠
票和总共1600台智能体脂秤等你赢，
此刻奖品依然多多，大家继续加油哦，
活动详情请关注体彩实体店海报。

顶呱刮三重礼活动仍在火热进行

广东首个30万元头奖花落广州海珠区

“

双色球 第 2020040 期

本期投注总额：341533118元；广东省投注额：38640144元
奖池资金累计金额 947818891元滚入下期一等奖；
兑奖时间：自开奖之日起 60个自然日内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红球区 蓝球区
19 12 06 21 16 01 04
奖级 全国中奖注数 本省中奖注数每注奖金（元）

5

92

1462

62512

1172655

10664440

0

7

148

6613

132567

1213148

8416563

232103
3000
200

10
5

排列 3 排列 5 第 20092 期

13441526.40元奖金滚入下期排列 3奖池。
424825657.12元奖金滚入下期排列 5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期将另行公告。

排列 3 6 1 6

排列 5 6 1 6 1 8

直选

组选 3

组选 6

全国销量
（元）

本省销量
（元）

单注
奖金
（元）

29279774 1070876

中奖情况

全国
中奖
注数
10001

7881

0

76

本省
中奖
注数
306

248

0

1040

346

173

100000

排
列
3
排列 5 12121822

彩票开奖公告栏 开奖时间：2020年 5月 21日 ●●●●●●●●●●

好彩 1 第 2020088 期

投注总金额：5056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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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鼠 秋 西

数字
生肖
季节
方位

492530
9318
2168
1662

9879
1168
14
30

46
15
5
5

3D 第 2020093期

中奖号码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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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410
0

698
73
20
0
10
0
0
1
0
77

1040
346
173
10
104
470
21
693
173
606
86
29

426400
0

120754
730
2080
0

210
0
0

606
0

2233

本期投注总额：1687926元；本期中奖总额：553013元；
奖池资金余额：5309732元。

“南粤风采”36选 7 第 2020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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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6

113

2337

0

0

12798

13000

11300

23370

6399

500

100

10

中奖情况

36选 7投注总金额：358476元
中奖基本号码：36 32 08 13 04 27 特别号码：25

累计奖金 1829729元滚入下期一等奖。

好彩 36投注总金额：558058元

类别

好彩 2

好彩 3

投注额（元）

35786

522272

中奖注数

357

525

单注奖金（元）

50

498

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 60个自然日内。

广东省体育彩票中心 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授权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