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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选票击中头奖
10月 27日晚，双色球第

20106期开奖，摇出中奖号码
为：红球“15、04、02、28、18、
11”，蓝球“10”。当期全国中出
14注一等奖，单注奖金590万多
元，广东中出3注一等奖，其中1
注花落梅州市。据检索，梅州市
中出头奖站点为梅县区新县城

新富街132号44070267福彩投
注站，中奖彩票为一张机选的10
元5注单式票。

据了解，王先生是梅城本地
人，购买福利彩票已有十多年，
且每次购买彩票的时间、地点和
投注金额都不固定，而是抱着随
性的心态买彩票。据他介绍，一
直以来他都是购买1注固定号
加5注机选号码。“每次购买彩
票后都不会过多地关注彩票上
的号码，有时候想起来才去核对
开奖号码，或者等攒了一堆彩票
的时候再去核对。”王先生说。

先还清家里房贷
谈及这次的中奖过程，王

先生表示，彩票是开奖当天他
路过投注站时买的，购彩后与
往常一样将彩票放在车内。
开奖当晚他也没有去查询开
奖结果，而是第二天上班路过
投注站时，看到该站点张贴着

“本站喜中双色球一等奖”喜
报后，这才想起放在车上的彩
票，在逐一核对后发现大奖得
主竟然是他本人，随后便立马
前来福彩中心办理兑奖。“以
前也中过十多万元的奖金，没
想到自己这次能中一等奖。”
王先生说。

对于奖金用途，王先生表
示，有了这笔奖金，我可以先用
来还清家里的房贷，以后生活
也会过得更轻松。

老牛像得了赦令一
样，第二天就出发了。

老牛去打工后，村
子里恢复了平静。再一
次掀起波澜，是老牛家
的丫头考上了大学。据
说 ，学 费 就 得 1万 多
元。人们都觉得又有热闹看了。1万多元的学费，老
牛才出去三四个月，如果不是卖肾、卖血，恐怕这钱没
处弄去。就在大伙议论的时候，老牛风尘仆仆地从城
里赶了回来。他高兴地跟乡亲们打招呼，似乎心里有
底的样子。大家就问：“老牛，莫非你真的中奖了？”

老牛哈哈大笑着说：“嗯，中了。”大家就羡慕地看
着老牛。老牛又哈哈笑了一阵，说：“中是中了，不过
没中大奖，就1000元。”

大伙互相看看，然后说：“那丫头的学费你不发愁
啊？”老牛嗯了一声，说：“我老牛从来都是量力而行。”
大伙就更奇怪了。老牛解释说：“我呀，进了一次城，
就想好了，要出去打工给丫头赚学费。可是怕媳妇不
同意，就故意买彩票，让她轰我出去。”

老牛说着就进了院子。有人就追着问：“三四个
月，丫头的学费就赚够了？”老牛在院子里嚷：“只要肯
干，城里四五千元的工，到处都是。”然后，街上的男人
女人们便都坐不住了。有的女人跟自家男人说：“要
不，等老牛进城了，你们也去看看？”（蓝雪冰儿）

近日来，中福彩中心及广东
省福彩中心相继开展刮刮乐“超
给力”系列票派奖活动和双色球
2000万元大赠票活动。虽然天
气逐渐转凉，但这一波接一波的
活动惊喜，着实让彩民的购彩热
情持续升温。这不，就在一周
内，惠州市福彩中心连续迎来了
几个大奖。其中即开票“好运十
倍”中出三个40万元最高奖。

10月 18日是个大喜的日
子，许多新人在当日喜结良缘。
陈先生正是在这好日子里以一
张“好运十倍”将40万元大奖收
获囊中。

10月 19日上午，陈先生便
和博罗44080437投注站业主一
同来到市福彩中心兑奖。在采
访过程中，彩民和业主其乐融
融，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购彩经
历。“陈先生在本站购彩已经有
五六年了，一个星期会来店里两
三次，老规矩双色球随机10元，

‘刮刮乐’来上一本。但唯独昨
天，他出奇地仅挑了一张‘好运
十倍’，没想到就是这一张中出
了一等奖。当时在店里的其他
彩民都跟着一块儿高兴。”业主
郑先生脸上挂满着喜悦之情。

陈先生在边上抿起嘴腼腆
地笑着，他接着说:“中奖了自然
是开心的，但这些都是可遇而不
可求的。一直以来我都把购彩
当作一种娱乐，不会太在意是否
中奖，而且平常投注并不多，没
有中奖的话等于将钱捐给社会，

娱乐和助人两不误。”
44080437投注站业主郑先

生继续介绍，当时是晚上刮出的
大奖，本着为彩民切身利益着
想，郑先生按照兑奖规定，仔细
检查票面，并用扫描枪进行兑奖
扫描，核对票面真实性。核对无
误后让陈先生在票背面写上姓
名和身份证号码，与此同时说明
兑奖流程，并约定次日一早带领
陈先生到市福彩中心兑奖。

“干一行就要爱一行，我从
事彩票行业已有 10年，入行之
初就十分清楚这是一个服务性
行业，只有把彩民放在第一位，
坚持为彩民做好服务，主动为彩
民介绍各类票种，让彩民买得舒
心，才能长久维持与彩民的联
系。”郑先生娓娓道来。

“好运十倍”这次可真是铆
足了劲。继10月19日爆出一等
奖后，紧接着位于仲恺高新区的
44081162和44081106投注站又
爆出“好运十倍”一等奖。更巧
的是，44081106投注站中奖彩民
李先生同样以一张“好运十倍”
就“拿”下了 40万元，业主与彩
民齐齐到中心办理兑奖，一同分
享这份幸运。“彩民能中奖，我比
他本人还高兴，李先生在我店也
购彩七八年了，大家早已经成为
朋友。”业主在兑奖结束后说。

这次“好运十倍”连续中出
三个头奖，为惠州市即开票市场
打了一剂强心针，极大增加了投
注站销售信心。（汪海晏 何乐）

梅州幸运儿梅州幸运儿1010元元机选票机选票
撞上逾撞上逾 万元万元头奖头奖

近日，珠海市香洲区先烈路
42号的44030603福彩投注站传
来中奖喜讯，该站中出一个即开
型彩票“圆满”一等奖，奖金高达
100万元。

据了解，中奖彩民黄先生是一
位退休人士，年轻时已经在珠海打
拼。“不知不觉已经有20多年的彩
龄了。”黄先生介绍，从第一次接触
福利彩票开始，就抱着支持中国福
利彩票公益事业的态度，对是否中
奖并没有看得很重。

10月22日下午，黄先生来到

投注站，首先把当天守号的双色球
买下后，转头就到刮刮乐销售柜选
即开型彩票来。一口气购买了10
张“圆满”即开票，刮到最后一张
时，本来已经不抱中奖的希望，竟
然一举刮出大奖。“请问这是中奖
了吗?”此时黄先生一脸难以置信，
走到销售员面前问道。销售员告
知黄先生，的确是中大奖了，需要
到珠海市福彩中心兑奖。

黄先生喜不自禁，马上打电话
告诉家人这个好消息，并通知家人
一起到福彩中心集合留影，为自己

第一次中大奖留下美好回忆，“毕
竟这个票种是为中秋佳节量身定
造的，全家团圆见证领奖意义非
凡。”黄先生说，自己将拿出部分奖
金继续支持福彩公益事业。

据介绍，刮刮乐“圆满”以中
国传统节日“中秋佳节”为主题，
意为中秋佳节月满人团圆，画面
设计上半部分与月亮有关，高远
的天空挂着一轮圆月，玉兔在月
亮之上欢快跳跃。金色的月亮皎
洁明亮，点点繁星光芒闪烁；画面
的下半部分是玩法区，以月饼图

案为主，寓意吉祥团圆。彩票采
用浩瀚星空作为背景，充分展现
了圆月在中秋夜晚的靓丽景象。

“圆满”全套共1张，每张面值
20元，拥有25次中奖机会，最高
奖金可达 100万元。具体玩法
为：刮开覆盖膜，如果玩法区中任
意一个“我的号码”与任意一个

“中奖号码”相同，即可获得该“我
的号码”下方所对应的奖金;如果
刮出中奖图符，即可获得该图符
下方所对应奖金的10倍。中奖奖
金兼中兼得。（汪海晏 欧伟杰）

珠海退休大叔喜中一等奖100万元

量力
而行
插图 采采

惠州井喷三个40万元大奖

36选7：01、06、13、14、
18、23、31。

双色球：07、12、18、25、
26、32后区：02、04、07。

福彩3D：01、08、09。
（小小苗）

大小均衡
连号热出

——析福彩玩法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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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
指

10月 28日上午，
彩民王先生只身来到梅州
市福彩中心，在工作人员的带
领下前往兑奖室办理兑奖手
续。询问之下得知，王先生正
是双色球第20106期的590
万多元头奖得主。

590590
羊城晚报记者 汪海晏 通讯员 邓伟进 插图 采采

东方前海谦翔投资管理（杭州）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广州广永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东方前海谦翔投资管理（杭州）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下称“转让方”）与
广州广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下称“受让方”）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转让方将其
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合同及担保合同项下所享有的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受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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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担保人仍未履行
或未完全履行相应还款、担保义务。

广州广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作为受让方，现要求公告清单所列的借款人、担
保人自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受让方履行相应的还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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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上述债权相应利息，包括利息、罚息、复息，以判决书判决确定的计算方
式计算为准。

特此公告。
东方前海谦翔投资管理（杭州）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广州广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3日

东方前海谦翔投资管理（杭州）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8号高德置地大厦D座1002
联系人：吴春霞 电话：15918592592
广州广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珠江东路30号3101房自编02
联系人：陈先生 电话：020-62303370

序号

1

2

借款人名称

广东雄风电
器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
区联合电子
有限公司

贷款本金余额（人民币万元，
截至2020年6月30日）

3,100.00

4,900.00

借款合同编号

2014年容借字
第 155号、2014
年容借字第157
号、2015年容借
字第093号

2015年容借字
第 082号、2015
年容借字第111
号

民事判决书

（2016）粤 0606
民 初 2787号 、
(2017)粤0606执
10560号

（2016）粤 06民
初81号

担保人名称

佛山市顺德区联合电子有限
公司、广东高骏实业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江门市雄风天雪电
器实业有限公司、胡智恒、李
诺、胡兆京、江怀英、柯科
广东雄风电器有限公司、环悦
国际有限公司、广东高骏实业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江门市雄
风天雪电器实业有限公司、冯
伟兴、胡智韫、李诺、胡智恒、
柯科

担保合同编号

2013年容保字第075号、2013年容
保字第078号、2014年容抵字第045
号、2014年容抵字第037号、2012年
容抵字第055号、2012年容抵字第
056号、2014年容抵字第021号
2013年容保字第079号、2013年容
保字第081号、2013年容保字第037
号、2014年容抵字第045号、2014年
容抵字第037号、2012年容抵字第
055号、2012年容抵字第 056号、
2014年容抵字第021号

项目直投
资金直投，诚信寻求优质项目。
高薪诚聘代表。（底薪+提成）
电话:15710759681马经理

遗失声明
珠海市网极资讯有限公司遗失合同专
用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广州新市医院（广东药科大
学附属第三医院）遗失《居民死亡医学
证 明（推 断）书 》1份 ，号 码 为 ：
4400002017073153，现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智鼎诺（广东）建设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41723MA51MHMJ9H）经股
东会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
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人民币叁亿元减
少至人民币叁仟万元整，请债权人自见
报起45日内向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
供相应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

声明公告
本公司山特电子（深圳）有限公司享有“山特”字号，是“山特”、“SANTAK”、

“SANTAK山特”注册商标专用权人，为维护本公司的正当权利，对案涉侵权方提
起诉讼后，经人民法院两审终审，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5)穗天法知民初字
第1031号及广州知识产权法院（2017）粤73民终1117号民事判决书均已生效。
因案件被执行人逾期不执行刊登声明以消除影响，故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允
许本公司在本报公布判决主要内容如下：

1、被执行人广州市山特不间断电源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山特不间断电源
有限公司、深圳市美克电源有限公司停止侵害第619938号“SANTAK”、第512383
号“山特”、第7825274号“SANTAK山特”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停止擅自使用
他人企业名称、虚假宣传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停止在案涉网站及宣传中使用“山
特”、“SANTAKUPS”文字或商标，删除案涉虚假宣传文字。

2、被执行人广州市山特不间断电源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山特不间断电源
有限公司变更企业名称，变更后的企业名称不得包含“山特”文字；

3、被执行人广州市山特不间断电源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山特不间断电源
有限公司、深圳市美克电源有限公司连带赔偿经济损失人民币140万元及合理
开支104560元。

本公司在此严正声明，对于侵害本公司知识产权，损害山特品牌形象的各种
违法行为，本公司将秉承一贯态度，坚决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
根据债权转让方广东粤财信托有限公司与债权受让方珠海市凯鸿金融科技

服务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债权转让方广东粤财信托有限公司将其
对下列公告清单所列的债务人/抵押人依法享有的债权及其从权利，依法转让给
债权受让人珠海市凯鸿金融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为此，广东粤财信托有限公司
与珠海市凯鸿金融科技服务有限公司联合公告，各位债务人/抵押人应自公告之
日起向债权受让人偿还债务。

债权受让人珠海市凯鸿金融科技服务有限公司联系方式：18928080640。
特此公告。

公告人：广东粤财信托有限公司
珠海市凯鸿金融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3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债务人
夏勇军、李红敏
李维敏
秦秀珍、吴保超、牛松华
张鑫平
李伦秋、杨志连
韦超华、陈肖娟
周明、何思幻
张资华、李小秀
宋国方、苏结莲
刘进武、郭兰英
吕金凤、胡丙旭
吴妙铃、吴灿贤
熊文艺

抵押人
李红敏
李维敏
秦秀珍、吴保超
张鑫平
李伦秋、杨志连
韦超华
周明
张资华
宋国方、苏结莲
刘进武、郭兰英
吕金凤、胡丙旭
吴灿贤
熊文艺

贷款合同编号
2018粤财信托贷字6第16-641号
2018粤财信托贷字6第16-653号
2017年粵财信托贷字6第36-616号
2018粤财信托贷字6第19-626号
2018粤财信托贷字6第18-638号
2018粤财信托贷字6第19-627号
2018粤财信托贷字6第19-620号
2018粤财信托贷字6第19-634号
2018粤财信托贷字6第16-625号
2018粤财信托贷字6第16-610号
2018粤财信托贷字6第19-615号
2018粤财信托贷字6第16-609号
2018粤财信托贷字6第16-639号

抵押担保合同编号
2018YCXT抵字第6007-641号
2018YCXT抵字第6007-653号
2017YCXT粤财信托抵字第6012-616号
2018YCXT抵字第6012-626号
2018YCXT抵字第6011-638号
2018YCXT抵字第6012-627号
2018YCXT抵字第6012-620号
2018YCXT抵字第6012-634号
2018YCXT抵字第6007-625号
2018YCXT抵字第6007-610号
2018YCXT抵字第6012-615号
2018YCXT抵字第6007-609号
2018YCXT抵字第6007-639号

终结清算程序的公告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3月20日以（2020）粤01清申21号《民

事裁定书》受理了广州市穗康福利实业发展公司对广州光裕仿瓷罩光粉有限公
司进行强制清算的申请，并依法指定广东诺臣律师事务所担任清算组，负责人为
麦佳耀。广东诺臣律师事务所担任广州光裕仿瓷罩光粉有限公司清算组后，对
广州光裕仿瓷罩光粉有限公司的财产及债权债务进行了清理，未能发现广州光
裕仿瓷罩光粉有限公司的财产，也未收到任何债权申报。本清算组未能接管到
广州光裕仿瓷罩光粉有限公司的账册或其它重要文件，且广州光裕仿瓷罩光粉
有限公司的人员现下落不明，遂广东诺臣律师事务所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
请裁定终结广州光裕仿瓷罩光粉有限公司清算程序。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清算组申请法院裁定终结广州光裕仿瓷
罩光粉有限公司清算程序，符合法律规定。故，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9
月8日作出（2020）粤01强清98号《民事裁定书》，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
条第一款第（十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强制清算案件工作座谈会议纪
要》第28条的规定，裁定终结广州光裕仿瓷罩光粉有限公司清算程序。

拍卖公告
受委托，定于2020年11月18日10时至11月19日10时止（延时除外）在中

拍平台（paimai.caa123.org.cn）分别对以下房产进行公开拍卖：
1、广州市番禺区市桥街光明南路55、57号首、二层（建筑面积：358.82平方

米、证号：粤房地权证穗字第0210062935号），参考价：636万元、保证金：105万元；
2、广州市番禺区石楼镇市莲路石楼路段144号独幢5层（建筑面积754.76平方米、
证号：粤房地权证穗字第0210300898号）、参考价：585万元、保证金：95万元。

有意竞买者请于拍卖前登陆中拍平台办理竞买登记、保证金缴付及参加线
上竞拍等相关手续（农行员工及关系人不得参与竞价），监督联系电话：020-
84802754。

现场展示时间：2020年11月12、13两日，请提前预约。
联系人及电话：陈先生13902270833
拍卖人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华穗路263号26楼

广东省拍卖行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3日

清算公告
接上级主管机关通知，经广州市

交通建设管理基金会理事会议决议通
过，决定终止广州市交通建设管理基
金 会（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3440000517362207Q）的经营，并按照
法律规定进行清算。

请有关债权人自本清算公告见报
之日起45日内，向本基金会清算组申
报债权，逾期视为放弃相关权利。清
算结束，本基金会将依法予以注销。

特此公告
清算组地址：广州市越秀区府前路

11号九楼
联系电话：83333079 18927580349
联系人：云永宁
广州市交通建设管理基金会清算组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一日

公 告
2019年7月5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依法裁定受理广东风行贺咭出版总
公司（以下简称风行贺咭公司）强制清
算一案。经查明，清算组未能接管到风
行贺咭公司财产、证照、账册、档案资
料，亦未发现风行贺咭公司的任何财产
或人员；除广东粤瀛达法律服务有限公
司向清算组申报债权外，无其他债权人
申报债权，无债务人向清算组清还债
务；风行贺咭公司现无任何在职人员，
相关人员下落不明，无法清算，符合《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强制清算案
件工作座谈会议纪要>》第 28条的规
定。按照该文件第 28条之规定，2019
年9月29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
（2019）粤 01强清 93-2号《民事裁定
书》，裁定终结风行贺咭公司清算程
序。风行贺咭公司（注册号：19037054-
6，住所广州市机场路民航中转内风行
大厦，法定代表人林一帆）强制清算程
序已终结，并办理注销登记。

广东风行贺咭出版总公司清算组
日期：2020年10月30日

强制清算公告
广东觐悦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觐悦公司”）因《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五）项
规定而解散却逾期未成立清算组，故广
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4月21
日，作出（2020）粤0104清申6号《民事
裁定书》，裁定受理觐悦公司强制清算
一案，并依法指定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
务所担任觐悦公司清算组（负责人：罗
林，联系电话：18665648448，地址：广州
市天河区珠江东路16号高德置地冬广
场G座25楼）。请觐悦公司的债权人
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清算组书面申
报债权。如逾期申报的，则由此产生的
额外审查费用将由逾期申报债权人承
担，额外审查费用按照民事诉讼程序财
产类案件的诉讼费交纳标准收取。请
觐悦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及时
向清算组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广东觐悦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清算组

2020年10月28日

遗失声明
广东红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私章（关连强）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南友宜达面馆遗失
公章(行政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韶关市曲江区天运运输有限
公司遗失车牌号为粤F58662（黄色）的
《道路运输证》和IC卡，道路运输证号：
002997286，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普宁市洪阳陈雪梅饮品店遗失食品经
营许可证，编号：JY24452810133759，现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东飞来医药供应链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财务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汕头市潮南区新生染整厂，遗失组织机
构 代 码 证 正 副 本 ，代 码 证 号
231624494。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新丰县顺通运输有限公司遗失（粤
F2208挂）道 路 运 输 证 ，运 输 证 号 ：
440200001100，声明作废。

债权转让联合公告
2017年11月，深圳市富昌兴业投资有限公司（原深圳市富昌担保有限公

司，下称“富昌公司”）将其所依法享有的下表所列债权（含本金余额、各项法定
或约定的利息、担保权利等一切权益，下称目标债权）依法转让给了萍乡蓝睿贸
易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原萍乡君瑞光耀六号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下称“萍乡企业”】。

2020年10月，萍乡企业又将下列目标债权转让给了伍国安。现富昌公司、
萍乡企业、伍国安特以联合公告方式通知与下表所列目标债权有关的债务人、担
保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上述债权转让的事实。

据此，请有关债务人、担保人、继承人自公告之日起尽快向伍国安履行还本
付息和担保义务，如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
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代为履行义务或
者承担清算责任。

联系电话13929955534
特此公告

深圳市富昌兴业投资有限公司
萍乡君瑞光耀六号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伍国安
2020年11月3日

序号

1

2

3
4

5

6

借款人

佛山市张槎镇大同花边厂
（原佛山市张槎镇村头大
同制衣床上用品厂）

高明市华侨服务公司

高明市华侨商品供应公司
劳保用品批发部
高明市水产公司

高明县三洲水电安装维修队
（判决的承债主体是罗世雄）

佛山市祥弘实业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
（人民币）
1,489,753.00
5,500,000.00
1,300,000.00
2,180,000.00
400,000.00
300,000.00
254,000.00

350,000.00

300,000.00

20,000.00
100,000.00

195,000.00

案 号

（2002）佛中法民二初字第116号

（2000）明经初字第283号

（2000）明经初字第284号

（2000）明经初字第235号

（2000）明经初字第259号

（2000）明经初字第21号

保证人

佛山市石湾区
江湾恒发织造
厂

高明市华侨房
地产公司

高明市华侨商
品供应公司

高明市中华鳖
（杨梅）综合养
殖基地）

广州枢纽新建白云站至江村西线路所联络线
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4号）要求，现将本工程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链接于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有限公司网站（http://
www.gzrailway.com.cn/），向公众提供项目概况、环境影响、环保措施等方面的信息，
并征求公众意见；公众可以通过信件、E-mail、传真、电话等形式提供意见和建议。

【建设单位】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工程建设指挥部
联系人：宋工；电话：020-61349320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鹤龙一路983号广东通信科技大厦北塔7-10层。
【环评单位】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联系人：杨工；地址：武汉市武昌区杨园和平大道745号（邮编：430063）；
联系电话：027-51184495；传真：027-51155977；邮箱：2725166063@qq.com

遗失声明
广州野牛广告策划有限公司遗失财务
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吴川市创大教学设备路灯厂遗失营业
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883MA4UQPHW1H，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广东风行贺咭出版总公司《营业
执照》（正副本）和公章一枚均已遗失，现声
明作废。广东风行贺咭出版总公司清算组

日期:2020年10月30日
遗失声明：何锦华遗失合格证（编号：
YE8084000352624） 1 份 ，车 架 号
LVGB4B9EXLG407713，发动机号9763665，
正面纸张编号：40352867。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翁源县周陂镇黄河文芳烟花爆竹店遗
失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注 册 号
440229600135265，声明作废。

广州市前进商店清算公告
2019年12月18日，广东省广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根据广州市国营九佛农
工商联合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广州市
国营九佛商业公司（以下简称“九佛商
业公司”）强制清算一案，并指定陈永健
[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为担任九佛商业公司清算
组。经清算组调查核实，广州市前进商
店属于九佛商业公司的分支机构，纳入
九佛商业公司清算案进行统一清算，广
州市前进商店的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
45日内，向清算组（地址：广东省广州市
东风东路555号粤海集团大厦19楼；邮
政编码：510050；联系人：陈永健；联系
电话：13434353796）申报债权，书面说
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
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逾期
申报债权的，自行承担相应法律后果。
广州市前进商店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
有人应自本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清算
组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广州市国营九佛商业公司清算组
2020年11月2日

遗失声明
汕头市潮南区凯璐服饰经营部遗失营业
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40581000026735，遗
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韶关市中一运输有限公司遗失车牌号为
粤F5283挂的《道路运输证》和IC卡，道路
运输证号：002960464，现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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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号丰兴广场B座1110室锦洪广告

排列3排列5 第20253期

14475879.72元奖金滚入下期排列3奖池。
414200090.60元奖金滚入下期排列5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1年1月4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彩票开奖公告栏 开奖时间：2020年11月2日 ●●●●●●●●●●

“南粤风采”36选7 第20202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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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162

3606

0

0

14466

24000

16200

36060

中奖情况

36选7投注总金额：450858元
中奖基本号码：192821331816特别号码：36

好彩36投注总金额：513616元

类别

好彩2

好彩3

投注额（元）

35116

478500

中奖注数

547

974

单注奖金（元）

32

245

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累计奖金4069594元滚入下期一等奖。

好彩1 第2020249期

投注总金额：5270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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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2950

21792

792

1470

3572

236

188

187

46

15

5

5

36 猪 冬 北

本期投注总额：1810690元；
本期中奖总额：956310元；
奖池资金余额：3600282元。

3D 第2020254期

中奖号码 6 6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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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726
553
0

182
47
1
73
0
0
0
0
33

1040
346
173
10
104
470
21
693
173
606
86
37

755040
191338

0
1820
4888
470
1533
0
0
0
0

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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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8965485元

616088689.54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1年1月4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第20109期

一等奖

二等奖

本期中奖情况

前区号码
02 21 32 23 20 12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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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

66

27

126

1070

12174

20990

26278

627959

7031393

基本

追加

10000000

193802

155041

10000

3000

300

200

100

15

5

10000000

0

12790932

4186107

1260000

3210000

3652200

4198000

2627800

9419385

35156965

基本

追加

86501389

排列3 8 5 8

排列5 8 5 8 5 7

直选

组选3

组选6

全国销量
（元）

本省销量
（元）

单注
奖金
（元）

17834814 898086

中奖情况

全国
中奖
注数

4440

6378

0

76

本省
中奖
注数

225

272

0

1040

346

173

100000

排
列
3

排列5 11910538

7233

500

100

10

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