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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7日，体彩大乐透第
20086期开奖，前区开出号码

“08、11、15、20、28”，后区开
出号码“04、10”。当期全国
销量为2.73亿元，为国家筹集
彩票公益金9841万多元。

当期一等奖开出6注，其
中2注为1800万元（含800万
元追加奖金）追加投注一等
奖，分别落户天津大港、江苏
无锡；4注为1000万元基本投
注一等奖，分别出自广东广
州、广东清远、浙江温州、北京
丰台。

当期清远的一等奖出自
清远市清城区石角镇东三街
南 三 幢 28号 的 4416016145
体彩实体店，这是继今年5月
6日 开 奖 的 体 彩 大 乐 透 第
20033期清远石角4416030266
体彩实体店中得2303万元大
奖后，又一个超千万大奖花落
石角镇。

有意思的是，两家实体店
间隔不过几百米。另外，这
1032万大奖也是清远今年的
第三个千万元级大奖，此前6
月22日开奖的体彩大乐透第
20053期，清远中得 1注“9.9
亿派奖”期间 3600万元足额
一等奖。

此次大奖幸运儿陈生（化
名）与清远此前两位大奖得主
一样都是资深购彩者，而且尤
其忠爱体彩大乐透玩法。由
于平常生意忙，陈生通常都是
将自己的心水号码多期（两期
到十期不等）一次性购买。

陈生此次中奖的是 1张
672元“8+3”两期票，该票中
得本期 1注一等奖（1000万
元/注），2注二等奖（133505
元/注），15注 四 等 奖（3000
元/注），30注五等奖（300元/
注），30注 六 等 奖（200元/
注），70注八等奖（15元/注），
20注九等奖（5元/注），总奖
金10328160元。

大乐透：前区：大号强势，
大小比关注3：2防4：1。和值
上升，关注95—125之间。偶
数热出，关注奇偶比2：3防1：
4。012路关注：2：1：2。连号
淡出，关注散号。后区首防双
小、双偶组合，次防双大、双偶

组合。
七星彩：304—425—590—

621—453—761—205。
排列 3：精选号码三注：

927、486、710。
排列 5：精选号码三注：

01935、74693、90162。（福娃）

9月 5日 ，体 彩 大 乐 透 第
20085期开奖，当期全国共开出
19注一等奖，河南省信阳市购彩
者揽获其中 1注基本投注一等
奖，中奖彩票是一张“7+2”复式
票，花费 42元，出自信阳市羊山
新 区 新 第 五 大 道 政 和 花 园 的
4115030238体彩实体店。

9月8日上午，大奖得主李女
士来到河南省体彩中心领奖，欢
欢喜喜地抱走了她的幸运大奖。
据介绍，李女士购彩时间有十几
年了，喜欢大乐透这种大盘游戏，
没事了看看走势号码，选出自己
喜欢的号码进行投注。

“我爱人也买彩票，茶余饭后
我们也会聊聊号码，不过他没我
运气好。”说起买彩票的经历，李
女士笑了起来，“心态真的很重

要，买这么多年，中不中奖都是对
国家体育事业做了贡献，但是能
中奖当然更开心啦！”

上周日早上 4时多，李女士
因为当天家中要来亲戚，所以早
早起来准备，起床之前打开手机
查了一下大乐透开奖号码，惊喜
地发现自己的彩票中奖了。“挺激
动的，瞬间就清醒了，跟我爱人说
了之后，他也很激动。”

除了1注一等奖，李女士的大
乐透复式票还中出多注固定奖，
总奖金591万元。她说：“当时第
一反应就是，房贷可以还了。”

谈到奖金的用途时，李女士
说：“我们都是工薪阶层，还完
房贷，压力减轻了，还可以帮助
帮助孩子，照顾好老人，人生也
圆满了。” （福娃）

这个清远小镇太幸运！
连中两注超千万

湛江小伙喜中“红宝石”
一等奖25万元

8月31日上午，一名小伙带着四
个朋友一起来到了湛江市体彩中心，
原来他就是喜中10元面值的体彩即
开票“红宝石”25万元大奖的幸运儿。

小伙子非常健谈，直言以前根
本不相信买彩票会中出大奖，但这
次中奖让他认识到了体彩的公正
性。据小伙介绍，8月29日晚上，他
和朋友在外面喝茶，有人提议去买
几张彩票试试运气，大家一拍即
合，便驱车前往湛江市霞山区建设
路4407007163实体店。

小伙最喜欢玩体彩即开票，因
为即开票即买即开，即中即兑、简单
好玩。他平时路过体彩实体店也会
刮上几张碰碰运气，每次不多，大概
也就花20元左右。

当晚，小伙让实体店业主从一
包票中取出 6张“红宝石”彩票，有
趣的是，一位朋友刮了前两张不中，
另一位朋友刮了后两张也不中，偏
偏把中间的两张让给他。小伙笑着
说，运气来了挡也挡不住。当刮出
25万头奖时，着实让他吃了一惊，因
为之前最多也就中个几百元。

当问及奖金怎么使用时，小伙表
示，先和朋友吃顿大餐庆祝一下，剩余
的奖金会先存起来。虽然中了大奖，但
生活还是会和以前一样，就当是生活中
遇到了一个小惊喜。（吴珊 谢明明）

广东体彩销售额
连续三个月上涨
8月销量同比增长5.5%

日前，记者从广东省体彩中心
获悉，今年8月，广东省共销售体育
彩票 18.64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5.5%；筹集公益金4.84亿元，比上年
同期增长3.54%。

今年前八个月，广东累计销售体
育彩票88.15亿元，筹集公益金24.04
亿元。此外，在统筹推进疫情常态
化防控和彩票销售工作中，广东已
连续三个月保持销售增长，总体销
售形势健康平稳。（吴珊 谢明明）

9月2日至4日，广东省体育
局二级巡视员王卫东到顺德、珠
海、中山调研体育彩票领域风险
防控、公益金使用宣传及彩票市
场销售情况。调研组每到一处，
都与当地相关人员进行座谈交
流，并到体彩销售门店实地调研。

王卫东表示，顺德、中山、珠
海协同推进复工复产和体育彩票
销售工作举措得力，体育彩票销
售市场保持健康平稳发展，成绩
来之不易。在当前形势下，各级
行政部门和体彩机构要进一步
提高政治站位，严格落实国家体
育总局、广东省体育局关于体育
彩票领域风险防控要求，筑牢和
守住安全发展底线，强化体育彩
票公益属性和责任担当；要进一
步扩大体育彩票宣传，通过做好
体育彩票公益金资助项目宣传，
深切回应广大人民群众关心关

注的“买彩票的钱去哪了”，将
“体育彩票来之于民、用之于民”
发展理念植根于心，践诺于行；
要进一步拓展体育彩票销售规
模，充分发挥大部制的优势，大
力拓展销售渠道，积极发挥体育
彩票在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稳定
社会就业、打击私彩等促进社会
综合治理能力提升中的积极作
用；要进一步提升公益金筹集水
平，积极倡导“多人少买”的购彩
理念，努力建设与广东经济社会
发展相适应的体育彩票发展格
局，为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
作出贡献。

调研组还深入体育彩票公益
金资助建设的社区体育公园，资
助举办的群众性体育赛事活动了
解情况、倾听意见，为共同推进我
省体育彩票高质量发展集思广
益、群策群力。 （吴珊 谢明明）

梅州体育彩票
销量稳步回升

8月 27日上午，梅州市体育彩票工作会
议在梅城召开，梅州市体育局党组副书记、副
局长陈颖明，梅州市体育彩票管理分中心主
任刘龙生、副主任廖瑞芬、谢巧荣，各县（市、
区）体育行政部门分管体彩工作领导以及相
关工作人员参加会议。

陈颖明充分肯定了梅州市各级体彩工作
者在上半年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的工作，并鼓
励大家坚定信心、鼓足干劲，为完成2020年工
作目标凝心聚力，再创佳绩。他要求梅州市体
彩中心进一步加强行业管理和指导各县（市、
区）体育行政部门加大力度支持体彩实体店，
继续加强体彩销售风险防控，落实责任彩票建
设的要求，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体彩事业发
展，确保梅州市体彩事业健康稳定安全，为梅
州体育、梅州足球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刘龙生主持会议并对2020年上半年体彩
工作进行了总结，同时部署了2020年下半年
体彩工作。他表示，今年上半年受新冠肺炎
疫情的冲击，在历经体彩史上最长的休市期
（共54天），以及体育赛事停摆造成竞猜型彩
票停售，体彩销量大幅下滑的情况下，体彩从
业人员守望相助，携手共克疫情。目前，在梅
州市体育局党组正确领导以及全体体彩从业
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梅州市体育彩票市场已
逐渐复苏，销量稳步回升，实体店信心明显增
强，体彩事业发展态势也持续向好。

(吴珊 谢明明)

大号强势 和值上升
——析体彩玩法走势

金
手
指

强化风险意识 共促广东体彩高质量发展

女彩友擒大乐透591万：可以还房贷了！

奖金风波
插图：采采

新兴文化公司曝出特大新
闻，公司员工的奖金竟然会比
上一年整整高出好几倍，创历
史纪录，更比竞争对手青峰文
具公司员工的奖金高出了一大
截。

这还了得！青峰文具公司
总经理戴青峰听说后，当即坐
不住了，决定登门拜访。

新兴文化公司和青峰文具
公司相隔不远。新兴文化公司
总经理钱新兴谦虚地对上门来
取经的戴青峰说道：“戴总，说
句实话，其实也没什么经验，我
们公司有个职工的福利彩票中

了 600万元的大奖，一下就把
全公司职工的奖金拉上去了。”

“原来是这样啊！”戴青峰
不由一愣，托着下巴说道，“那
这也只能说明你们公司员工的
运气好呀，可这把彩票奖金也
算在工资奖金收入里面，听上
去有点不合适吧？”

钱新兴耸了耸肩，说道：
“有什么不合适的，你不知道，
我们公司工会主席小金可是个
资深彩民，买彩票已经有好多
年了，可以说大奖没有，小奖不
断。这次公司成立五周年搞庆
祝活动，他建议给每个员工发
了张彩票，号码就是员工自己的
生日，看看谁的运气好。没想
到，还真有人中了大奖呢！这张
彩票既然是公司发给员工的，这
不，中奖了当然也应该算是员工
的福利嘛！再说了，我已让小
金去找这位员工谈了，让他把
这笔奖金拿出来和大家分享，
他拿大头，全公司每个员工都
有份，我想他也不会有什么意
见的吧？这样一来，不仅大家
的奖金都提高了，大家的积极
性也都提高了嘛！”（汤祥龙）

大奖大奖大奖大奖大奖大奖大奖大奖大奖大奖大奖大奖大奖大奖大奖大奖大奖大奖大奖大奖大奖
4个月

文/羊城晚报记者 吴珊
通讯员 余夕阳 插图 采采

遗失声明
揭西县物资贸易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各一份，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各一
份，号码：4452221001136，现声明作废。

汕头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南诚房产开发有限公司债权转让
通知暨与汕头市清岚贸易有限公司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汕头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南诚房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汕头市清岚贸易有

限公司于2020年8月14日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汕头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南
诚房产开发有限公司将其对下列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
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汕头市清岚贸易有限公司。汕头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南诚房产开发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及要求借款人及各担保人：

汕头市清岚贸易有限公司已经作为下列债权的合法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
公告清单中所列包括但不限于借款人、担保人及其清算业务人等其他相关当事
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汕头市清岚贸易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
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
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
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特此公告。

汕头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南诚房产开发有限公司
汕头市清岚贸易有限公司

2020年9月16日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10年3月2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

保人应支付给汕头市清岚贸易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及其它应付
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
法计算至实际还清之日止。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及偿付责任。

3.下列主债务人、担保人如有疑问，请与汕头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南诚房产
开发有限公司或汕头市清岚贸易有限公司联系。

本公告当中内容如有错漏，以借款人、担保人等原已签署的交易合同为准。
汕头市清岚贸易有限公司的联系方式：13376796518

户序号
1
2
3
4

5
6

合计

债务人名称
潮阳市原中兴有限公司
潮阳市东成工贸有限公司
潮阳市创丰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华冕精模注塑实业有限
公司潮阳分公司
潮阳市欣隆贸易有限公司
潮阳市新燕发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
2,100，000.00
1,251,069.00
839,779.42
696，159.10

470,000.00
290,000.00
5，647，007.52

应收利息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催收利息
2,826,685.57
1,235,149.95
1,029,713.17
378,832.93

322,569.61
479,190.11
6,272,141.34

本息合计
4,926,685.57
2,486,218.95
1,869,492.59
1,074,992.03

792,569.61
769,190.11
11,919,148.86

人民法院公告
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8日裁定受理周毕林对广州雪儿丹妮服

装纺织有限公司强制清算申请一案，于2020年9月11日指定广东高睿律师事务
所为广州雪儿丹妮服装纺织有限公司清算组，案号（2020）粤0113强清2号。广
州雪儿丹妮服装纺织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清算组清偿债务
或交付财产。债权人应于本公告刊登之日起45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逾期申
报债权的，自行承担相应法律后果。清算组通讯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
626号保利中宇广场A座2101室，联系人：张莉，13922133703，85601288。

广州雪儿丹妮服装纺织有限公司清算组

遗失声明
中海工程建设总局广东工程分局工会
委员会遗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广州市东城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 ： J5810063330201， 账 号 ：
360203140920093092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江西金叠利包装有限公司遗失 WAN
HAI船公司海运提单正本（提单号：
024A540670/柜号：WHSU5487599/船
名 船 次 ：COSCO SHIPPING PLANET
W008/品名：PUBOX），特此声明作
废。

寻亲启事
英救 2032，女，约：45
岁，身高 1.56米，身份
信息及地址不详，2020
年 9月 9日进站，请其
家属及知情人士见报
后与广东省英德市救
助管理站联系，电话
0763-2222970。

寻亲启事
英救 2033，男，约：60
岁，身高1.6米，身份信
息及地址不详，2020年
9月10日进站，请其家
属及知情人士见报后
与广东省英德市救助
管 理 站 联 系 ，电 话
0763-2222970。

寻亲启事
英 救 2035男 ，约 ：35
岁，身高1.7米，身份信
息及地址不详，2020年
9月12日进站，请其家
属及知情人士见报后
与广东省英德市救助
管 理 站 联 系 ，电 话
0763-2222970。

寻亲友启事
无 名 氏 ，女 ，约 35
岁。请其亲友或知
情者见报后与广州
市增城区救助管理
站联系。电话：020-
82735503。

告 示
珠海汇科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污泥资源化综合利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

求意见稿公示。
《珠海汇科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污泥资源化综合利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编制完成，现向社会公
开征求对该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
和途径

（一）《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网络链接：https://pan.baidu.com/s/1gIVPigCuiwc�
nbnUaV_9JEQ，提取码debk。

（二）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该项目《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纸质版可在公示期间联系建设单位查阅。
查阅时间：工作日8:30~12:00，14:00~17:30。
地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金鸡路568号 邮编：519000
联系人：谢先生 联系电话：0756-8598776 邮箱：57497030@qq.com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为本项目评价范围内的公众。具体见《报告书（征求

意见稿）》。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gIVPigCuiwcnbnUaV_9JEQ，提取码debk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通过邮件、电话等方式，在规定时间内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提交建

设单位，反映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公众提交意见时，应提
供有效的联系方式，以便建设单位及时反馈。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20年9月8日至2020年9月21日。
珠海汇科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2020年9月16日

遗失声明
广州市黄埔区渝香苑川菜馆遗失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CUHTM1Q，以 及 遗 失 食 品 经 营 许 可 证 副 本 ，许 可 证 编 号 ：
JY24401120164820，现声明作废。

债权转让公告
我行已将我行对佛山市顺德区金苹果涂料有限公司、刘

贻平、温健深、郭伟清、蔡文浪享有的贷款债权及其相关从
权利[案号：（2015）穗海法民二初字第3777号]，按现状转让
给广东信合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MA5CJLXWXT）。

自公告之日起，请债务人佛山市顺德区金苹果涂料有限
公司、刘贻平、温健深、郭伟清、蔡文浪向广东信合投资咨询
有限公司履行相关义务。

特此公告
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珠支行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六日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广州宝森加油站管理有限公司与高邮市兴邮二号资产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广州宝森加油站管理有限公司将其对下列
公告清单所列主债务人依法享有的债权及其从权利，依法转让给了高邮市兴邮
二号资产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为此，广州宝森加油站管理有限公司与高邮市兴邮二号资产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特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应自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高邮市兴邮二号
资产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履行还款义务。

联系人：宗岩 联系电话：18952502226
广州宝森加油站管理有限公司

高邮市兴邮二号资产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20年9月16日

注：
1.本表数额截止日期为2019年12月31日，仅作为账目记录使用，不视作转让方
放弃未标示的主、从债权的权利。
2.本表相关债权金额应以原债权凭证的约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的裁决为准。
3.本表主债务人名称以原债权凭证或生效法律文书的裁决记载的为准。
4.若债务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
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债务人
佛山市南
海名正鞋
业有限公
司

本金（元）

27,986,757.45

利息（元）

8,085,522.41

担保人
林海、张雪凤、
广州市旺上旺
鞋 业 有 限 公
司、江苏名正
鞋业有限公司

判决案号
（2017） 粤
0112 民 初
1891号
（2018）粤01
民终1805号

执行案号
（2018）粤0112
执5530号
（2020）粤0112
执恢161号

公 告
（2020）粤01破76-2号

2020年3月19日，本院裁定受理广东南方报业新生活传媒科技有限公司
（“新生活传媒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新生活传媒公司无财产可供分配。
本院认为：广东南方报业新生活传媒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管理人”）依法履职
对新生活传媒公司全面清算后，新生活传媒公司无财产可供分配，管理人申请宣
告新生活传媒公司破产，并终结新生活传媒公司的破产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二十条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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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9日裁定
宣告新生活传媒公司破产并终结新生活传媒公司破产程序。特此公告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二〇年九月九日

恩平市肉类联合加工厂厂房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
径：《恩平市肉类联合加工厂厂房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
见稿已编制完成。任何单位和个人如想详细了解本项目的有关情况，可在本公
示期间下载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电子版，网络链接：https://pan.baidu.com/s/
1cFyYnUZrhk9kj6zNsyevzQ。或至恩平市食品企业有限公司取阅，地址：广东省恩
平市沿江西路 63号，联系人：张活林，联系电话：0750-7733861，电子邮箱：
2443962355@qq.com。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以项目所在区域附近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为主。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https://docs.qq.com/pdf/DRHV0akF4V2lLTU5z。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可以通过信函、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建设单
位提出意见和建议，具体联系方式见网络公示内容。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公众提出意见的时间为本次公示开始的10个工作日内。

恩平市食品企业有限公司
2020年9月16日

恩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恩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编制完成。任
何单位和个人如想详细了解本项目的有关情况，可在本公示期间下载环评报告书
征求意见稿电子版，网络链接：https://pan.baidu.com/s/1DyCbU9_kPr_Y28-c0gVrcQ。
或至恩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取阅，地址：恩平市新平北路126号，联系人：甄竞
舵，联系电话：0750-7772985，电子邮箱：EPSCDC@126.com。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以项目所在区域附近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为主。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https://docs.qq.com/pdf/DRFFFV0hEeGNZVnpM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可以通过信函、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建设单
位提出意见和建议，具体联系方式见网络公示内容。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公众提出意见的时间为本次公示开始的10个工作
日内。

恩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0年9月16日

遗失声明
连平县解决住房困难办公室不慎遗失
由中国人民银行核发的《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J5983000171901，声明作废。

关于筹备东莞市江西章贡商会的公告
东莞市江西章贡商会由东莞市京采服饰有限公司等自愿发起，并于2020年9

月7日经东莞市民政局（东莞市社会组织管理局）预先核准名称并同意开展筹备
活动。本会宗旨：遵守国家法律，以促进两地经贸合作为宗旨，促进会员交流，
推动两地经济合作和发展。本会的业务范围：（一）协调在莞企业与企业之间经
济交流与合作；（二）提供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咨询，（三）帮助企业增强发展能
力、经贸合作等商务服务，（四）为会员企业排忧解难，依法维护会员合法权益；
（五）接受两地政府及其相关职能部门授权或者委托的其他事项。筹备组主要负
责人：曾庆杰；联系人：曾庆杰；联系电话:13794948868；联系地址：东莞市虎门镇
博涌社区社岗阳光楼2层东区。现予公告，公告期30天。公告期间接受入会申
请。社会各界如对组建本会或对本会筹备活动有疑议或异议的，可向东莞市社
会组织管理局反映（电话：22019613，22019123）。

东莞市江西章贡会筹备组
2020年9月10日

广州市越秀区十套房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2009HN0131

兹委托海南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按现状公开挂牌分别转让广州市越秀区
（原东山区）达道路17号大院第3号楼八套房、中山二路马棚岗3号两套房。标
的房产均建于80年代末期，钢混结构，无电梯，室内普通装修，目前空置。达道
路17号大院第3号楼八套房分别位于1-4层，01号房东南北向02号房西南北向；
中山二路马棚岗3号两套房分别位于首层和6层，东西北向。标的所处区域属旧
城中心区域，住宅小区众多，学校、医院、银行、超市、市场等公共服务设施较完
善；距地铁站约600米，公共交通便捷；生活便利、投资潜力较好。

具体见下表：

竞买人需缴纳保证金150万元/套，公告期：2020年9月9日至2020年9月12
日。受让方资格条件等其他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http://www.hncq.cn）、E交
易网（http://www.ejy365.com）、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zw.hainan.gov.cn/ggzy/）
查询。联系方式：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海南产权交易所，电
话：66558003施女士、66558023李女士;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1楼受理大厅4
号窗口，电话：65237542李女士。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
2020年9月16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标的名称
达道路17号大院第3号楼101房
达道路17号大院第3号楼102房
达道路17号大院第3号楼201房
达道路17号大院第3号楼202房
达道路17号大院第3号楼301房
达道路17号大院第3号楼302房
达道路17号大院第3号楼401房
达道路17号大院第3号楼402房
中山二路马棚岗3号602房
中山二路马棚岗3号102房

建筑面积（㎡）
94.33
76.47
100.21
82.14
100.21
82.14
100.21
82.14
126.84
112.62

套内面积（㎡）
87.49
70.92
92.95
76.19
92.95
76.19
92.95
76.19
119.77
105.30

挂牌底价(元)
4784418
3878558
5185868
4250745
5237977
4293458
5237977
4293458
6095930
5358460

分类广告
地址：广州市黄埔大道中309号自编3-10A一楼 咨询咨询、、投诉热线投诉热线：020-87133122

上门广告服务代理
本版信息

由大众提供

请需者谨慎选择电话：020-87566523、13622244208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490号壬丰大厦西厅3015室锦洪广告

双色球 第2020090期

本期投注总额：357200726元；广东省投注额：41675416元；
奖池资金累计金额10902662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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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26 23 02 32 21 06
奖级 全国中奖注数 本省中奖注数每注奖金（元）

6
43
773

46888
977428
9294256

1
9
85

5697
117596
1117828

8569539
622594
3000
200
10
5

排列3排列5 第20209期

13949346.16元奖金滚入下期排列3奖池。
405077547.78元奖金滚入下期排列5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0年11月16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2 0 7

2 0 7 3 2

5468

0

13170

0

3611928512

排列3

排列5

直选

组选3

组选6

全国销量
（元）

本省销量
（元）

单注
奖金
（元）

201817501620722

中奖情况

全国
中奖
注数

本省
中奖
注数
453

0

510

453

1040

346

173

460

100000

排
列
3

直选加奖
排列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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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5日 ●●●●●●●●●●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12014070元
56623931.02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0年11月16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七星彩 第20090期

奖级 中奖
注数

单注奖金
（元）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合计

1

15

167

1900

24988

298294

325365

5000000

20167

1800

300

20

5

中奖情况
开奖号码 2 5 1 7 8 6 1

应派奖金合计
（元）

5000000

302505

300600

570000

499760

1491470

8164335

“南粤风采”36选7 第20202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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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63

209

3630

0

0

17865

31500

20900

36300

中奖情况

1985

500

100

10

36选7投注总金额：545698元
中奖基本号码：142228290435特别号码：06

好彩36投注总金额：558790元

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类别

好彩2

好彩3

投注额（元）

36360

522430

中奖注数

317

478

单注奖金（元）

58

547

累计奖金8503008元滚入下期一等奖。

好彩1 第2020205期

投注总金额：5110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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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 蛇 春 南

数字
生肖
季节
方位

494062
12666
1658
2666

7026
524
25
55

46
15
5
5

3D 第2020210期

中奖号码 4 9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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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1094
0

988
281
34
0
6
0
0
0
1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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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7760
0

170924
2810
3536
0

126
0
0
0
86

1150

本期投注总额：1745344元；本期中奖总额：1316392元；
奖池资金余额：5781553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