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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国庆假期尤其独特，
国庆、中秋同日，又是疫情常态
化防控以来的第一个超长假期，
广大民众更是把这个假期当作
春节来欢度，出游、聚会、购物
……各种娱乐休闲方式都在计划
中。惠州福彩投注站业主们也精
心准备了一番，为广大彩民献上
精彩“节目”，增添节日气氛。

受上半年疫情影响，许多刮
刮乐铁粉到站点刮彩的次数减
少了，结伴刮彩的欢乐场景让彩
民们心心念念。这个假期，为了
让彩友们再次找回久违的热闹
刮彩氛围，同时为彩民提供双节
休闲娱乐的又一好去处，惠州福
彩部分投注站业主决定放弃国
庆4天假期休息时间，利用今年
双节同庆的良好契机，自愿开展
刮刮乐销售工作。惠州福彩根
据相关规定经向省中心报备后，
全市有 115家站点国庆期间仍
照常销售刮刮乐即开型彩票。

为让彩民玩得开心、刮得尽
兴，此次参与国庆刮刮乐销售活
动的站点早早备足票种，精心准
备，各出奇招，通过多种销售模
式活跃双节气氛。站内刮彩舒

适悠闲，站点内，或自娱自乐独
自安静刮彩的、或三五成群合购
一起玩的；户外销售棚气氛热
烈，聚集着刮彩的、围观的、欢呼
声一阵阵；而特色彩车可爱吸
睛，不仅很好地起到了宣传“刮
刮乐”即开票的作用，还吸引了
众多市民和游客驻足并参与刮
彩，大家在刮彩的过程中尽情享
受着假期里难得的轻松与自在。

据统计，10月1日至10月4
日，惠州全市参加销售的115家
站点，共销售刮刮乐即开票 77
万多元，总兑奖额57万多元，奖
金返还率达 74%。全市刮刮乐
销售中，“好运百万”仍然是惠州
彩民最青睐的票种，销售最为火
爆；“超给力”10元及“超给力”
50元票也深受彩民追捧，位居
销量排行榜二、三名，刮彩参与
度最高的县区则依次为惠阳、大
亚湾和惠城区。

值得一提的是，中彩“超给
力”系列即开型彩票游戏派奖活
动及省福彩同步推出的赠票活
动仍在火热进行中，两大活动超
级给力，喜欢刮彩的朋友们，抓
紧机会不要错过。（汪海晏 李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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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媛拉开家里存放重要证件、物
品的抽屉，里面有个盒子，是张军
的。从前出于尊重彼此的隐私，林媛
从来没有打开过这个盒子，现在就要
走了，就看看里面究竟是什么吧？

林媛打开一看，里面居然是一
张张的彩票，最上面的是前两天刚
刚开奖的。所有彩票上的号码都
是同样的一注，那似曾相识的号码
让她的眼泪瞬间就流了下来。

林媛和张军是在彩票销售点相
识的。原本张军每期购买彩票总是
机选，两人确立恋爱关系后，林媛调
皮地给了张军一注号码，让他以后
不许再机选，只许买这一个号码：

“号码不变，心就不变。”张军一口就
答应了：“我一定期期购买这注号码
直到中奖为止。不过我估计很难了，
因为遇见你，已经用尽了我一生的好
运。”这话把林媛逗得咯咯直乐。

时间已经过去了那么久，林媛早
就忘记自己调皮时
说过的话，而张军
居然还在这么执著
地坚守着，号码没
变，心也没变，再忙
也没有忘记对自己
曾经的许诺，这是
他送给她最持久、最
真挚的情书和礼物。
情书不在于文字，也
不在于形式，更不在
于价值，而在于情。

林 媛 关 上 抽
屉，拿起手机删除
了小鲜肉，默默地
上床，躺在了张军
身边。（曹文学）

10注二等奖花落3个投注站

10月 11日晚，中国福利彩
票双色球游戏进行第 2020099
期开奖。当期双色球红球号码
为 05、06、11、12、15、30，蓝球
号码为12。

当期双色球头奖7注，单注
奖金为 730万多元。这 7注一
等奖花落5地，其中，河北2注，
福建1注，山东2注，河南1注，
四川1注，共7注。二等奖开出
258注，单注奖金7万多元。当
期末等奖开出1284万多注。

深圳彩民中出4注二等奖，
中出的站点分别是：福田区南园
街道爱华路 47-7号 83020039
投注站 1注，中奖票为 14元自
选票；罗湖区莲塘街道莲塘村8
巷 3号 101铺 A莲塘路 187-1

号 83820020投注站 1注，中奖
票为 10元机选票；龙华区观湖
街道新田社区景田小区 17号
102号商铺 83860639投注站 1
注，中奖票为 168元自选票；坪
山区马峦街道坪环社区牛角龙
新区 31号一楼 83861102投注
站1注，中奖票为10元自选票。

当期红球号码大小比为1:
5，三区比为3:2:1；奇偶比为3:
3。其中，红球开出一枚隔码
30；两枚斜连号 05、12；两组二
连号 05、06，11、12；两枚重号
06、11；蓝球则开出12。

当期全国销量为 3.9亿多
元。计奖后，奖池金额为 11.81
亿多元，下期彩民朋友将有机会
2元中得1000万元。（汪海晏）

国庆长假期间，10月1日至
10月 4日彩票休市，除“刮刮
乐”即开型福利彩票外，停止其
他福利彩票游戏的销售、开奖和
兑奖。为满足节日期间广大群众
的购彩娱乐需求，江门市40个投
注站开展了刮刮乐小卖场活动，4
天共筹集福彩公益金12万多元。

江门市部分福彩投注站的
销售员放弃了4天的假日休息，
自愿参加开展站点门前刮刮乐
小卖场活动，在投注站门前摆放
销售台凳，以“超级给力 超级派
奖”为主题，销售包括“超给力”
系列票在内的多款好玩有趣的
刮刮乐，并予以中奖彩民小礼
品，让假期游玩的市民在种类繁
多的娱乐活动中增添一项选择，
走近公益福彩、认识刮刮乐。

“超给力”系列票和其他即开票
好玩易出奖，让众多购彩者体验

了一把即刮即兑即奖乐趣，享受
闲暇快乐时光。据统计，10月1
日至 10月 4日，全市报备参加
小卖场活动的 40个投注站，共
销售刮刮乐即开票 60万多元，
筹集福彩公益金12万多元。

此外，为减少聚集性风险，
根据活动要求，江门市福彩中心
不组织户外大规模销售活动，仅
批准自愿参与在站点销售即开
票。对自愿参与连续 2天及以
上安排专门销售员在站点门前
摆卖刮刮乐即开票的站点，按一
次性400元/站标准给予小卖场
防疫补助，要求站点销售期间配
齐所需防疫物资，严格落实《中
国福利彩票销售场所疫情防控
指南》，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并
注意开展活动前加强销售人
员的培训，确保言行文明和规
范销售。 （汪海晏 梁一鸣）

近日，珠海一幸运彩民陈先生喜笑
颜开地来到珠海市福彩中心兑奖，他中
得即开型彩票“超给力”二等奖10万元，
加奖10万元，一举获得20万元奖金。

据陈先生介绍，他自从成年后就开
始接触福利彩票，是福彩即开型彩票“头
粉”。由于前段时间忙于工作，也没怎么
购彩。9月27日下午，他和朋友喝完下
午茶后，一起前往位于香洲区粤海中路
的44030610投注站购彩。

进店后，销售员热情地向他们介绍
了即开型彩票“超给力”的玩法和奖级情

况。陈先生一听比较感兴趣，于是选了
5张50元面值的“超给力”，共250元，挑
选完后，陈先生劲头十足地刮起来。

“果然是个舒缓工作压力的好方
式！”陈先生正乐在其中，一瞬间，突
然发现第四张刮出个二等奖 10万元，
经过销售员介绍，得知自己还能得到
加奖 10万元，陈先生乐透了。“这奖金
虽然不多，但也可以作一笔投资。”陈
先生笑言。

据了解，目前“超给力”彩票票面价
格有10元、20元、50元三种，贴合不同

彩民的购彩要求，每个票种都设置了11
个奖级，头奖奖金分别是30万元、80万
元、100万元。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福彩中心对“超
给力”开展了 1.5亿元大派奖活动，自 9
月 10日 0时起，10月 20日 17时止，连
续派奖 40天。活动期间，对兑取“超
给力”游戏1万元及以上奖等的购彩者
进行派奖，派送相应奖级的奖金。截
至 9月 28日，珠海市已有 13位彩民喜
获万元加奖。

(汪海晏 欧伟杰)

珠海彩民刮刮乐中奖20万元

9月27日下午，惠州市福彩中心迎
来了当天第二个“超给力”中奖者，同时
也是惠州市首个“超给力”10万元大奖。

“我非常惊讶竟然能中个大奖，每天
下班我都会到福彩店里买点彩票，昨晚
也是和平常一样，下班了就去彩票店买
上一两张刮刮乐，这种票一刮就知道是
否中奖，我非常喜欢。”中奖者陈先生是
一位1993年出生的小伙，在采访中他告
诉记者，自己已经是一位有近十年购彩
经验的老彩民了，除了刮刮乐，双色球和

快乐十分也经常购买，但最中意的实属
刮刮乐。

“中奖前我还买了‘好运百万’和‘好
运十倍’，然后再买了两张50元的‘超给
力’，结果其中一张就中了，那天一定是
走了‘狗屎运’。”陈先生打趣着说，“促
销活动就如同彩票的名字一样——超级
给力，仅100元就收获了双倍的幸运！”

据了解，陈先生是一位外来务工人
员，收入稳定，但他一直记得自己如何从
外省到广东这边打拼的经历，所以接触

福利彩票到现在，他非常理解和赞赏“扶
老、助残、救孤、济困”的福彩宗旨，因此
每次购彩都会理性看待，权当下班后的
一种娱乐方式，并不会过度在意是否中
奖，而且购彩的同时能够帮助他人，自己
也会心情愉悦。

当被问及此次奖金如何分配时，
陈先生说：“这次中得的奖金，可能对
比其他大奖来说并不多，但我已经非
常满足了，会先存起来再好好计划如
何使用。” （汪海晏 何乐）

双节超长假期不打烊
惠州刮刮乐卖场人气旺

江门40个刮刮乐小卖场
4天筹集公益金12万多元

深圳彩民中出4注双色球二等奖

奇数热出
连号淡出

——析福彩玩法走势

36选 7：03、05、13、16、21、
30、32。

双色球：10、16、18、22、25、31
后区：02、04、09。

福 彩 3D：02、
07、08。（小小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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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90后小伙首摘“超给力”大奖

肇庆彩民
喜中喜中双双色球色球一等奖一等奖
中奖者喜欢随心选号，每次购彩费用在10元左右

10月 9日上午，中得双色球
一等奖的林女士在先生的陪同
下，来到肇庆市福彩中心办理兑
奖验票手续。据了解，林女士的
购彩时间并不长，购彩方式也很
随心，平时不怎么研究号码走势
图，每次购彩都是自己选择心仪

的号码进行投注，偶尔路过投注
站的时候也会买几注碰碰运气，不
过每次的购彩费用都在10元左右。

据林女士的先生透露，这次中
得一等奖的号码是守号中的。购
彩 当 日 ，夫 妻 俩 散 步 时 途 经
44170816福彩投注站，便去把两

个月前随手写下的 5组数字进行
投注，他们感觉这组号码特别幸
运，经常能中得一些小奖，所以就
一直坚持守号。对于奖金的使用
规划，林女士表示大奖来得太突
然，要回去和家人慢慢商量，再计
划怎么使用奖金。

大奖得主喜欢随心选号

44170816福彩投注站从 2011
年开始经营，早在2012年就中出
过双色球一等奖，据投注站负责
人郑女士介绍，由于投注站离居
民区比较近，附近居民看到大奖

降临，纷纷到店里买彩票希望沾
沾喜气，不少彩友也前来询问购
彩的秘笈。郑女士笑着说：“想中
奖就要有恒心，要坚持购买并且
保持良好的心态。”

郑女士称，多年来坚持从事
福彩事业，一方面是希望帮助彩
民收获中奖的幸运，另一方面也
是为了筹集福彩公益金帮助有需
要的人。

投注站第二次中一等奖

月 8日晚，双色球游戏第
2020098期开奖，红球号
码为 06、08、11、22、25、

33，蓝球号码为02，当期全国一等
奖中出 7注，单注奖金 807万元，
肇庆彩民的表现可谓振奋人心，不
仅拿下了1注一等奖，还收获了10
注二等奖。据省中心数据库检索，
这注一等奖出自肇庆四会市珠江
新城地铺167号的44170816福彩
投注站，凭借一张面值10元5注的
单式自选彩票，中得807万多元大
奖，这是肇庆市今年第五次中出双
色球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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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期肇庆彩友也收获了 10注二等
奖，单注奖金为15万多元，这10注二等
奖分别花落3个投注站。其中8注二等奖
为一张单注8倍16元的自选彩票，合计中
得125万多元，出自端州区西江南路的
44171519投注站。值得一提的是，该站
才在今年6月23日中出过659万元大奖，
现在再次中出百万大奖，真是喜上加喜。

另外两注二等奖分别出自端州区黄
岗镇黄岗中路的 44170428投注站以及
鼎湖区桂城街道的44170518投注站。

肇庆市福彩中心提醒，买福利彩票
是公益善举，各位彩友在购彩时要保持
理性、量力而行。

今日吉时：申时、
戌时、亥时

今 日 吉 数 ：15、
23、32

今日吉肖：鼠、兔、
蛇、马、狗、猪

（小小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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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湖岸九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陆均力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嘉兴湖岸九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下称“转让方”）与陆均力（下
称“受让方”）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转让方将其在下列公告清单所列借款合同及
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受让方，原合同内容不变。现转让方和受
让方以联合公告的方式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上述债权转让事宜。截至本公告
日，下列借款人、担保人仍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还款、担保义务。

陆均力作为受让方，现要求下列借款人、担保人自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受让方
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还款、担保义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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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兴湖岸九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陆均力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三日

嘉兴湖岸九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联系方式：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1号东方广场毕马威大楼1810
联系人：袁丽琴 18910977294
陆均力联系方式：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南城区三元里社区升友写字楼208
联系人：李小姐 13556773666

借款人名称

广州盈元贸
易有限公司

贷款本金余额（人民币元，
截至2019年9月30日）

18965171.22

借款合同编号

东 银 （9803）
2015年对公流
贷字第021431
号

担保人名称

广州百鸿房
地产开发有
限 公 司 、广
州科美环保
实业有限公
司、陆圣时

担保合同编号

1、东银（9803）2015年最高保
字第046000号、2、东银（9803）
2015年最高保字第 045989号
3、东银（9803）2015年最高抵
字第 045960号 4、东银（9803）
2015年最高保字第045990

原贷款行

东莞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广州
分行

茂名中茂废旧汽车回收有限公司拆解废旧摩托车10000辆/年、
客货车3000辆/年、小轿车6000辆/年、新能源汽车2000辆/年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茂名中茂废旧汽车回收有限公司拟投资 500万元建设“拆解废旧摩托车

10000辆/年、客货车3000辆/年、小轿车6000辆/年、新能源汽车2000辆/年建设项
目”。根据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4
号)的规定，现将有关信息公布如下：
1、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下载地址：
https://pan.baidu.com/s/1dqYv4GKROfigrgvi3aIA8Q提取码：ra1i
2、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可能受到影响的任何单位和个人；
3、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本公示发布后10个工作日内；
4、联系方式：王小姐 13178833094

遗失声明
汕头市沃泽贸易有限公司遗失税务登
记 证 正 副 本 ，税 务 登 记 号 ：
440511582903735，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东辰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遗失合同
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各一枚，现声明作
废。

关于珠海联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废液处理热能利用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公示

珠海联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委托编制的《珠海联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废液
处理热能利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经编制完成，根据《环境影
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4号）等有关规定，现将项目有关信息公开，并征
求公众意见。

一、建设单位联系方式：万工：13543062971
二、报告书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的方式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QCy-IcMjbQH1MG3joQ74mQ
提取码：vw7t。查阅纸质报告向建设单位联系获取。

三、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可能受项目建设影响的单位、居民以及关注本项
目建设的社会各人士。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fe9YU6C0gzWDfGZqmqNNKA，提取码：as5z。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网络链接下载公众意见表填写后发送邮件
或其它便利的方式反馈与本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20年10月10日起10个工作日内。

遗失声明
上海北化贸易有限公司遗失五洲航运
有限公司所签发的驳船提单（报关专
用联），提单号：OOLU4108150120 船
名 :翔富 3 航次 :520202009220。现
声明驳船提单此联遗失和作废，特此
声明！

注销公告：广东北桂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723MA4UTBM
N8T，经股东会决议，本公司停止经营，
清理债权债务。请有关债权人自本公司
公告见报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清算
小组申报债权。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
权利。清算结束后，本公司将向公司登
记主管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股权转让公告
经2020年9月25日股东会决议，茂

名天埠船舶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440904MA54CNG50F）经法人
姚建峰及全体股东吴海生、叶沛如决定
将公司进行股权转让。经法人及全体
股东决定，凡涉及我公司债权债务的单
位和个人（包括抵押、担保），自本公告
刊登之日起90日内持有关证明材料前
往茂名市电白区南海街道炮台社区公
路站东侧（陈周房屋），向我公司申报债
权债务，逾期后果自负。

特此公告
联系人:姚建峰、吴海生、叶沛如
联系电话:13428454393、180077665

31、18038322666
茂名天埠船舶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9月25日

广东省汕头市潮阳区人民法院
公 告

黄 勇 全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440582198802204516）：

本院受理原告黄丽珣与你离婚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
粤0513民初828号民事判决书。本院
判决:准许原告与你离婚；女儿黄柳婷
由原告抚养，儿子黄凯鑫由你抚养，抚
养费各自承担；原、被告均可在每年2
月的第一个星期日和10月1日上午10
时至 11时到谷 饶镇阳光百汇门口探
望由对方抚养的孩子。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送
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汕头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二〇二〇年十月九日

遗失声明
广州市昊链信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遗失新龙船务有限公司六票海
运 提 货 单 ，提 单 号 分 别 是 DWHP
W2009173/A， DWHPW2009174/A，
DWHPW2009175/A。 现 声 明 作 废 。
作废后由新龙船务有限公司重新出
具六份提货单，由此产生的相关法
律责任由我司承担。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汕头市豪虹涂料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
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江门市乐盛商贸有限公司遗失组织机
构代码证正副本，证号:053759766，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阳山县申宏矿业有限公司遗失电子营
业执照，编号：10015100014327，声明作
废。

遗失声明
徐闻县宝塘船舶管理有限公司遗失营
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825MA51R9B92L，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遗失粤
AU057挂（黄色）道路运输证，证号：粤
交运管穗字002705158号，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卓华梭、张日超、谭开算遗失从
业资格证：441723198007171016、44172
3198310044255，441723197707064719，
作废。

遗失声明
深圳市信德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汕尾分
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441500324978937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汕头市今尚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遗失
食 品 经 营 许 可 证 副 本 ，编 号
JY1440507002004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东源县义合镇松英种植场遗失营业执
照正本，注册号441625600152864，声明
作废。

排列3排列5 第20232期

13752251.88元奖金滚入下期排列3奖池。
408048766.36元奖金滚入下期排列5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0年12月11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彩票开奖公告栏 开奖时间：2020年10月12日 ●●●●●●●●●●

“南粤风采”36选7 第20202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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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59

167

3620

0

0

17808

29500

16700

36200

2544

500

100

10

中奖情况

36选7投注总金额：531654元
中奖基本号码：130218283136特别号码：22

好彩36投注总金额：558364元

类别

好彩2

好彩3

投注额（元）

36430

521934

中奖注数

393

680

单注奖金（元）

46

384

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累计奖金6631354元滚入下期一等奖。

好彩1 第2020228期

投注总金额：5387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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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9622

7554

998

564

2778

204

209

176

46

15

5

5

22 鸡 秋 北

本期投注总额：1764530元；
本期中奖总额：1435476元；
奖池资金余额：4740193元。

3D 第2020233期

中奖号码 4 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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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158
0

1269
133
77
0
11
0
0
1
1
97

1040
346
173
10
104
470
21
693
173
606
86
14

1204320
0

219537
1330
8008
0

231
0
0

606
86

1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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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销售量(超级大乐透)：274948701元

936240580.80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0年12月11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第20100期

一等奖

二等奖

本期中奖情况

前区号码
33 22 05 08 04 10 07

后区号码

奖级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
(元)

合计

应派奖金合计
(元)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七等奖

八等奖

九等奖

4

0

69

50

121

535

12778

19546

31100

603158

6419807

基本

追加

10000000

161287

129029

10000

3000

300

200

100

15

5

40000000

0

11128803

6451450

1210000

1605000

3833400

3909200

3110000

9047370

32099035

基本

追加

112394258

排列3 0 5 6

排列5 0 5 6 2 3

直选

组选3

组选6

全国销量
（元）

本省销量
（元）

单注
奖金
（元）

19572724 940568

中奖情况

全国
中奖
注数

3336

0

13105

18

本省
中奖
注数

149

0

515

1040

346

173

100000

排
列
3

排列5 119194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