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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之光，快乐源泉！福彩“快
乐 8”游戏正在我省广州、佛山、惠
州、东莞 4个试点地市火热销售，这
一款开奖号码最多、中奖概率最高、

玩法最丰富的全国联合销售、全国统
一奖池的电脑彩票游戏，凭借“天天
有机会中 500万元”“号码全错也中
奖”的独特魅力，获得了广大彩民朋

友的喜爱和青睐。
无需投入过多的精力分析号码走

势，随机投注，中奖容易，快乐无限。还在
等什么？一起玩转快乐8，向快乐出发吧！

晚饭后，老公马上穿衣服出门，
阿丽假装进厨房洗碗。等老公走到
楼下，她马上跑在后面下去，不紧不
慢地跟踪老公。没一会，就见到老公
拐进小区附近的彩票站，从从容容地
掏钱出来打彩票。

“好啊，这下让我发现你私藏小
金库。”阿丽冷不丁地窜到老公身后，
似笑非笑地望着他，故意吓唬道。老
公的样子有点尴尬，只好如实道出实
情。原来他每个月都会藏起一部分
钱来买彩票，时常有斩获，中奖了继
续买。所以别人是藏现金，他是把钱
换成彩票，难怪阿丽发现不了。

“我有张良计，你有过墙梯啊。”
阿丽觉得好气又好笑，转念一想，又
问，“但你也不能一下子买几百块吧，
快说，公司刚发的那500元去哪了？”

老公笑了，带着她走回小区前的
快递柜里，从里面拿出一件刚到的快
递，是件时髦的衣服，对阿丽说：“那
500元呀，给你买了件裙子，本想着
给你一个惊喜。” （黄超鹏）

近日，江门市福彩中心组织全市430
个福彩投注站600多名销售员开展双色
球12亿元派奖活动营销培训，通过采取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对活动前期准
备工作进行全面部署，以确保达到预期
效果。

为减少人员聚集，巩固疫情防控成
果，江门市福彩中心利用通用培训课件，
选择线上视频直播方式对各市、区中心市
场管理人员及物流配送管理员开展培
训。培训会上，中心工作人员重点对活动
规则、销售技巧、宣传品使用等方面作详
细讲解，并结合 2019年宣传工作经验、
2020年工作要求，在宣传品展示方面提
出进一步要求，强调要抓住派奖活动契
机，严格落实省、市有关宣传安排，全方
位营造热烈的派奖氛围，并通过社交软件
扩散派奖信息，扩大双色球品牌影响力，
提升双色球销量。

连日来，各市(区)福彩中心根据工作
安排，结合本辖区实际情况，采取多种形

式对投注站一线销售员进行培训，参训率
达到百分百。通过小片区、分批次集中培
训或到投注站进行一对一培训，用通俗易
懂的语言向销售员详细解释促销活动规
则，提醒活动期间注意事项，传授销售经
验与技巧，增强一线销售员参与派奖活动
的积极性。同时要求融合广东省双色球
2000万元赠票大行动，充分发挥叠加营
销效应，促进双色球销量进一步提高。

活动期间，江门市福彩中心将在报
纸、网站、户外大型 LED广告屏、电台等
媒体平台推送双色球12亿元派奖活动信
息，并成立检查小组，督促站点落实派奖
活动相关工作，确保站点诚信守法经营，
取得既定成效。

据了解，从11月8日起，中国福利彩
票发行管理中心将对双色球游戏开展连
续 20期派奖活动，派奖总金额 12亿元，
其中，一等奖特别奖派送6亿元，一等奖
普惠奖派送1亿元，六等奖翻番奖派送5
亿元。 （汪海晏 梁一鸣）

大小均衡
连号热出

——析福彩玩法走势

36选 7：01、03、12、13、
22、23、31。

双色球：07、11、18、27、
28、32后区：02、06、07。

福彩3D：01、08、09。
（小小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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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4日上午，中山市福彩中心在中
心一楼业务大厅举行了2020年中山市福
彩投注站公开征召抽签仪式。在公证员
和现场观众的监督下，通过公开抽签的方
式，确定了10名市民获得福彩投注站经
营资格。

经广东省福彩中心批准，中山市福彩
中心从9月18日起向社会公开征召设立
10个福彩投注站，申请时间内共受理公
众申请22份。10月13日至10月22日期
间，中山市福彩中心工作人员通过严格的
资格审核和现场勘察，确定符合设立福彩

投注站的申请15份。
抽签仪式现场共有15名符合设立福

彩投注站条件的申请者参与，在中山市桂
山公证处公证人员和现场观众的监督下，
抽签仪式按照相关的规则，由申请者代表
分别抽出了10位获得福彩投注站经营资
格的社会公众和5个候补名额。

中山市福彩中心此次公开征召福彩投
注站，旨在进一步开拓福利彩票销售市
场，建立公平、公正、公开的福彩投注站设
立新机制，提高业务工作的透明度，全面
落实建设“阳光福彩”。（汪海晏 黄英杰）

11月2日，由汕尾团市委、市民政局、
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主办，团区委、城区
香洲街道新楼小学承办的“福彩圆梦 育
苗计划”——2020年“汕尾福彩育苗计
划”培训班在城区香洲街道新楼小学举行
开班仪式。共青团汕尾市委员会、汕尾市
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团区委、新楼小学等
单位相关领导嘉宾出席活动。

活动中，福彩育苗班的学员代表带
来富含汕尾风味的《擂茶小调》、快板《移
风易俗三句半》、舞蹈《喜雨》等精彩表
演。开班仪式上，在场领导嘉宾分别致
辞，对组织本次“福彩爱心育苗班”活动
给予高度评价，并呼吁社会各界共同营

造关爱困难少年儿童的和谐氛围，鼓励
孩子们要珍惜此次机会，努力学习，为自
己的人生旅程添上绚丽的色彩。最后，
现场领导嘉宾为孩子们送上了学习用
品，当收到崭新的学习用品时，孩子们脸
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据悉，迄今为止汕尾福彩育苗计划
已经举办了十届，为逾3000名小朋友提
供了免费培训的机会。今年第十一届

“育苗计划”在市城区新楼小学正式开
班，全市共有 400多名小朋友在全市各
地接受书法、绘画、舞蹈、音乐、足球等免
费才艺培训。

（汪海晏 吴鸿燕）

为全面提高福彩从业人员的
身体素质，展现福彩从业人员的
精神风貌，打造一个朝气、高效、
一流的销售团队，潮州福彩请广
东省国民体质监测中心对潮州福
彩从业人员体质进行监测，全面
了解福彩从业人员的身体状况，
为科学健身提供依据。

11月 4日，体质监测活动在
潮州福彩中心销售大厅举行，本
次测试对象年龄范围为20-59岁
的福彩从业人员，测试指标包含
身体形态、身体机能、身体素质共
计19个项目，测试结果可通过广
东省国民体质监测中心微信公众
号查询，以便有针对性地训练，弥
补自身不足，使福彩从业人员整
体素质得到提高。

今年受新冠疫情的影响，潮
州福彩从提高从业者身体素质入
手，开展了系列活动，举办了潮州
福彩系统“福乐杯”羽毛球赛、徒
步走等活动。此次活动与 2020
年双色球12亿元派奖培训、快乐
8游戏讲解交叉进行，一天的时
间，福彩销售员收获满满，纷纷表
示：“要以本次活动为动力，把握好
机会，坚决打赢年底双色球促销这
场攻坚战，为潮州福彩贡献自己一
份力量。” （汪海晏 赵明春）

中山10名市民获得福彩投注站经营资格

今年“汕尾福彩育苗计划”开班了

体质监测添活力
潮州福彩“备战”忙

江门福彩开展双色球12亿元派奖营销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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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首个快乐8头奖喜降佛山

羊城晚报记者 汪海晏
通讯员 叶金鑫 曹欣然
插图 采采

快乐 8快乐 8！快乐来
得也太快了吧！11月 7日
晚，中国福利彩票快乐 8第
20200011期开奖，“选十中
十 ”再 度 开 出 500万 元 大
奖！两注头奖分别落在广东
和四川，广东省幸运彩民以
一张10元5注的“选10”自选
单式票，摘得 500万元。这
也标志着，广东第一注快乐8
头奖500万元诞生了！

据了解，该大奖出自佛山市南海
区黄岐黄海路53号第44130682号投
注站，站点负责人表示，自己早在
1992年就开始从事福彩行业，应该是
广东第一批“老福彩人”了。从业20
多年来，站点共中出过5次500万元

大奖，前 4次是双色球中出，而这次
的“500万元”头奖是新游戏快乐8开
卖第11期就中出，来得最快！

她说：“虽然前大半年受到疫情
冲击，但也一路坚持扛过来了，没想
到在‘快乐 8’开售的第 11天，幸运

头奖就落到了广东佛山南海，还是
自家站点，心情无比开心和激动！

‘快乐8’的上市带来了全新希望，更
是注入了一针‘强心剂’。接下来，
会再接再厉，继续为中国慈善事业
奋斗终身。”

“快乐 8”游戏每天开奖一次，
从 1-80共 80个号码中任意选择 1-
10个号码进行投注，而开奖号码将
开出20个号码。快乐8游戏按不同
玩法设奖，对于快乐 8游戏的初级
购彩者，以选 1玩法至选四玩法为
主，而其中又以“选四”玩法理论中

奖概率达到 25.89%，是十种玩法中
最高的、深受广大彩民朋友特别是
新手喜爱！

购 买“ 选 四 ”玩 法 可 用 单 式、
复式、胆拖的投注方式从 1-80个
号码中任意选取 4个或以上号码
投注。如果投注号码与当期开奖

号码中的任意 4个号码相同，即中
奖，单注奖金 100元；投注号码与
当期开奖号码中的任意 3个号码
相 同 ，即 中 奖 ，单 注 奖 金 3元 ；投
注号码与当期开奖号码中的任意
2个号码相同，即中奖，单注奖金
3元。

20年老店出新大奖

新手入门玩“选四”

天天有机会中500万元

今日吉时：午时、申
时、戌时

今日吉数：06、15、28
今日吉肖：鼠、虎、龙、

马、猴、猪 （小小苗）

晴晴今日吉字：

幸运彩民 元击中 万元10 500

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与张穆熙
债权转让通知暨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下称“厦门国际银行珠海分行”）与
张穆熙签署的《不良信贷资产转让合同》，厦门国际银行珠海分行将其对下列债权
清单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及实现和执
行各项资产相关的全部权利和法律救济，依法转让给张穆熙。厦门国际银行珠海
分行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

张穆熙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债权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
人（以及债务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张穆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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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债权清单：1.债务人名称：程尹俪、广东星辰安全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债权本金
余额 2053544.67元。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20年 9月25日的债权本金余额，债
务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的利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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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上述主债务
人、担保人如有疑问，请与厦门国际银行珠海分行、张穆熙联系。公告当中内容如
有错漏，以债务人、担保人等原已签署的交易合同或生效法律文书为准。
二、联系方式：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

地址：珠海市吉大九洲大道东1195号中航大厦1-2层
电话：0756-3233388-275、18926922393联系人：冉先生
张穆熙 电话：13727007335

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
张穆熙

2020年11月12日

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公告
（2020）粤0112破1号

2019年12月27日，本院裁定受理广州深泓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泓
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在破产清算过程中，经审计，截至2019年12月27日，深泓
公司账面资产总计104.49元，负债1285543.13元，已严重资不抵债。因深泓公司
的财产严重不足以支付破产费用，管理人申请本院宣告深泓公司破产并终结破
产程序。本院认为，深泓公司是从强制清算程序转入破产程序。在强制清算程
序中，清算组已查明深泓公司无经营场所和员工，无任何可用于清偿债务的财
产。截至2019年12月27日，深泓公司账面资产总计104.49元，负债1285543.13
元，已严重资不抵债，符合宣告破产的条件。虽然深泓公司股东垫付了2万元清
算费用，但垫付费用不足以支付公告、审计、管理人执行职务等基本费用。深泓
公司的资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管理人申请终结破产程序符合法律规定。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
2020年11月4日裁定宣告广州深泓进出口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广州深泓进出口
有限公司破产程序。特此公告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四日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公告
(2020)粵0606破57-59号

本院于2020年10月23日依法裁定受理佛山市顺德区立胜钢铁有限公司、佛
山市鼎翔钢铁有限公司、佛山市顺德区杰怡贸易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三案，并指定
广东天地正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佛山市顺德区立胜钢铁有限公司、佛山市鼎
翔钢铁有限公司、佛山市顺德区杰怡贸易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20年12月28
日前，向佛山市顺德区立胜钢铁有限公司、佛山市鼎翔钢铁有限公司、佛山市顺
德区杰怡贸易有限公司管理人（联系人：郭敏、程宝雪，电话：0757-83288756、
18825420543，地址：佛山市禅城区季华五路10号金融广场24楼，债权申报网址：
https://gd.pcgl.com.cn/#/creditorLogi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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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
山市顺德区立胜钢铁有限公司、佛山市鼎翔钢铁有限公司、佛山市顺德区杰怡贸
易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1年1月6日上午9:30在本院第七审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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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山市顺德区立胜钢铁有限公司、佛山市鼎翔钢铁有限公司、佛山市顺德区
杰怡贸易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财务管理人员和其他经营管理人员应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五条的规定履行义务，向管理人交付佛山市顺德
区立胜钢铁有限公司、佛山市鼎翔钢铁有限公司、佛山市顺德区杰怡贸易有限公
司的主要财产、印章、账簿、文书等资料；根据本院及管理人的要求进行工作，如
实回答询问；列席债权人会议并如实回答债权人的询问；未经本院许可，不得离
开住所地；不得新任其他企业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上述人员拒不履行
的，本院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导致佛山市顺德区立胜钢铁有限公司、佛山市鼎
翔钢铁有限公司、佛山市顺德区杰怡贸易有限公司无法清算或造成损失的，将依
法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

管理人名称：广东天地正律师事务所；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季华五路10号金融广场24楼
联系人及电话：郭敏、程宝雪0757-83288756、18825420543
特此公告

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
二○二〇年十一月三日

杭州厦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广州元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杭州厦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广州元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
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杭州厦圆资产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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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元
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请下列借款人、担保人向广州元新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履行还本付息义务、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杭州厦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广州元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二日
联系人：陈先生 电话：13328231822

债权本金（基准日为
2019年9月22日）

0

2,993,300

借款人名称

鹤山市威多
福电器有限
公司

江门市威多
福电器有限
公司

借款合同文号

2017年江北新短字第976
号《网贷通循环借款合同》；
2018年江北新短字第039
号《网贷通循环借款合同》；
2018年江北新短字第040
号《网贷通循环借款合同》；
2017年江北新短字第1256
号《小企业借款合同》；
2017年江北新短字第181
号《网贷通循环借款合同》；
2018年江北新短字第1640
号《网贷通循环借款合同》

担保人名称

江门市威多福电器有限公司、
广东威多福集团有限公司、
叶毅、罗燕波、叶岱林、
叶汝简、叶汝振、林七妹、郑带

鹤山市威多福电器有限公司、
广东威多福电器有限公司、
叶汝振、郑带、叶汝繁、林永秀

遗失声明：广州保税区金殿珠宝有限公司遗失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工 商 注 册 号 ：
4401091100081。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广州保税区金殿珠宝有限公司清算组
遗失声明：广州保税区明珠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工商注册号：
4401091100081。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广州保税区明珠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清算组
遗失声明：广州唐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遗失营业
执 照 正 、副 本 ，工 商 注 册 号 ：
440121000017836。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广州唐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

广州番禺市桥龙泉大酒店
招租信息

位于广州番禺区市桥大北路99号
（单号），易发商业街侧多功能的龙泉大
酒店租赁期满,现公开报名招租。报名
时间：2020年 11月 3日至 11月 23日。
上午 9：00—11：30，下午 2：45—4：30。
（每逢周五下午及节假日除外）。报名
地点：番禺区禺山西路景观大道沙头街
道办事处东侧一楼（番禺区农村集体资
产交易管理中心）
查询网址：http://nclqyj.panyu.gd.cn:8026

遗失声明
广州市迅亮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遗失财
务专用章、法人章（方亮）各一枚，现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槟槟有利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遗
失法人章（孔子立）一枚，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合一养生健康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遗失公章（行政章）、财务专用、法人
章（戴金发）各一枚，现声明作废。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
公 告
（2019）粵0106破6号

2019年7月31日，本院根据广州童
熙骐投资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广州
市胜嘉化轻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胜
嘉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胜嘉公司
有关人员下落不明，且公司财产不足以
清偿破产费用且无人代为清偿或垫付，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
条、第四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
本院于2020年10月30日裁定宣吿胜嘉
公司破产并终结破产清算程序。

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
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日

注销公告
茂名市力盟化工有限公司（注册号
440900000034216）经股东会决议停止
经营并申请注销，请各债权、债务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天内向公司清
算组申报债权债务。联系人：黄权，电
话13828670338。

广汽日野汽车有限公司
汽车零部件转让信息

现广汽日野汽车有限公司将对以
下汽车零部件进行转让：
1.转让的零部件包括：消声器、牵引鞍
座、动力转向器、驾驶室高顶，详细信
息可在广汽日野汽车有限公司官方网
站查询（http://www.ghmcchina.com）。
2.有意向的买家可与广汽日野联系，本
公司将提供相关资料，并配合和指引
买家进行相关的工作。
3.截止时间：见报之日起10个工作日
内以邮寄方式报价。
4.广汽日野汽车有限公司工作时间：
周一至周五，8：30—17：15；

联系人：肖敏生
地 址：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市明珠工
业园区宝珠大道1号 邮政编码：510930
电 话：020-32328070,13825009623
电子邮箱：xiaominsheng@ghmcchina.com

广汽日野汽车有限公司
2020年 11月12日

遗失声明
阳江市阳东区众强汽车配件工贸有限
公司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南雄市筋斗云农业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一枚，印章编码4402820029136，声明作
废。

遗失声明
东莞市横沥思源饮食店遗失地税税务登
记证正副本，税号512925197204082950，
声明作废。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
公告
（2019）粤0106破7号

2019年7月31日，本院根据河南建
宁物流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广州
市拾元优质商贸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拾元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拾
元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且无
人代为清偿或垫付，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四十三条、
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 2020年
11月6日裁定宣告拾元公司破产并终
结破产清算程序。

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六日

遗失声明
汕头市潮阳区西胪阿周火锅店遗失营
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513MA52TCME3N，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万家好实业有限公司遗失上海翘楚国
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签发提单，
提单号：SZXSE2009005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阳江市江城区诺米品质日用品店遗失
食 品 经 营 许 可 证 副 本 ，编 号
JY14417020096632，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广州市联兴光通信设备有限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40106708343527C）经股东会决议，公
司拟将原注册资本由人民币6000万元
减至人民币1020万元，请债权人自本公
告见报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申报债
权，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权利。本公
司将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

遗失声明
茂名市力盟化工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
照正副本，注册号440900000034216，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绮丽包装制品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行政章）、财务专用章各一枚，现声明
作废。

遗失发票作废声明
广州旺达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发票两份：一份的发票代码为：
244011107060,发票号码为：06586598；
另一份的发票代码为 244011007990，
发票号码为：05901835；特此声明遗失
作废。

遗失声明
兹我汕头市绅莎实业有限公司于

潮阳海关核发的自理报关单位《报关
备案证明书》编号为4405961126不慎
遗失，现声明作废。
声明单位：汕头市绅莎实业有限公司

遗失声明
茂名市中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遗
失财务专用章、公章各一枚，声明作
废。

遗失声明
广宁县爱丁堡幼儿园遗失发票专用章
一枚，编号：4412230061886，声明作废。

综合资讯综合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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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2020）穗仲公字第1170号

陈春恋：
本会已于2020年5月25日受理申请人田

春华与你方及易国强关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案号为（2020）穗仲中案字第7168号，现开庭时
间变更为于2021年1月21日在中山市东区长
江北路18号中山商事仲裁大楼三楼仲裁庭室开
庭审理，仲裁庭于2021年2月5日作出裁决，领
取裁决书的时间为2021年2月22日前。请你
及时到本会办理有关手续。

本公告自刊登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2020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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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1日 ●●●●●●●●●●

“南粤风采”36选7 第2020258期

36选7投注总金额：465976元
中奖基本号码：082803010402特别号码：15

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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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126

165

3941

0

21883

10940

63000

16500

39410

中奖情况

好彩36投注总金额：537820元

类别

好彩2

好彩3

投注额（元）

35372

502448

中奖注数

556

1198

单注奖金（元）

31

209

累计奖金5025957元滚入下期一等奖。

21883

2735

500

100

10

好彩1 第2020258期

投注总金额：5099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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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3528

19784

3758

2844

6124

478

716

323

46

15

5

5

15 虎 夏 东

3D 第2020263期

中奖号码 0 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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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376
0

226
39
0
19
0
0
0
0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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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240
130096

0
2260
4056
0

399
0
0
0
0

609

本期投注总额：1802156元；本期中奖总额：377660元；
奖池资金余额：6558178元。

超级大乐透 第20113期

全国销售量(超级大乐透)：281010096元

686105119.23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1年1月11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一等奖

二等奖

本期中奖情况

前区号码
14 18 33 28 06 05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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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0

121

29

254

1036

16443

28851

41195

731413

7391139

基本

追加

7771898

105724

84579

10000

3000

300

200

100

15

5

基本

追加

38859490

0

12792604

2452791

2540000

3108000

4932900

5770200

4119500

10971195

36955695

122502375

排列3排列5 第20262期

14816742.08元奖金滚入下期排列3奖池。
421155061.98元奖金滚入下期排列5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1年1月11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排列3 6 6 5

排列5 6 6 5 7 0

直选

组选3

组选6

全国销量
（元）

本省销量
（元）

单注
奖金
（元）

17966248 882682

中奖情况

全国
中奖
注数

7525

9390

0

150

本省
中奖
注数

430

436

0

1040

346

173

100000

排
列
3

排列5 117931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