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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奖喜讯一出来，
第 44130682号投注站
站主谢女士就紧锣密鼓
地准备起舞狮庆功仪
式。11月10日上午，庆
功仪式正式启动，现场夺
人眼球的横幅、华丽的狮
子、喜庆的锣鼓声、缤纷
的礼炮、还有两旁点缀的
鲜花吸引了无数过往的
人，男女老少纷纷驻足围
观，他们拍照或录视频竞
相传播，场面好生热闹。
佛山福彩中心的工作人
员也特意赶到现场给投
注站的站主和销售员送
上奖励金，还有其他投注
站的站主纷纷前往祝贺，
一同拍照留念，场面十分
震撼。谢女士还贴
心打出了许多机选
的快乐8彩票，用红
包装起来，派给到达
现场的每一位彩民

朋友，希望把好运气送给
大家。

快乐 8是最近彩市
最风光无限的福彩游
戏，尽管只是在全国13
个省份试点销售，但是
一经上市后仍然受到彩
民们的欢迎，大奖小奖
送个不停。据统计，这
是快乐8新游戏上市后
第三次爆出500万元头
奖，也是广东省首个头
奖。广东省福彩快乐 8
迎来全面爆奖，不仅中
了1注“选十中十”头奖
500万元，还中了 1注

“选九中九”头奖 30万
元、3注“选七中七”头
奖1万元。

“哎哟，你咋这么不小心？”怀玉
嗔怪道，“我打电话让爸来帮忙……”
村子小，民风淳朴，一会儿，半个村子
的乡亲都来了。“这车真漂亮，比王家
那辆好看多了。”女人们议论着。“懂
不懂啊，这是宝马，真皮座椅，全景天
窗，电动加热，得四五十万元呢。”有
年轻人解释着。“唐家丫头真有本事，
才几年没回来，给老唐长脸喽。”有老
人吆喝。

怀玉本来急得团团转，又担心车
会不会被磕坏，可听着众人不停地夸
赞，内心升起几分得意来。怀玉对杨
伟嘀咕：“用中奖的钱买车不珍惜是
吧？告诉你，以后给你买彩票的钱减
半，每天10元。”

“老婆大人说得对。”杨伟还是一
副嬉皮笑脸。车被众人抬上了水泥
路。杨伟笑着一边向乡亲们致谢，一
边大方地散着中华香烟。“这是好烟
啊，唐家女婿有出息。”乡亲们抽着中
华烟，一字排开，站在宝马两侧让路。

两人进入车内，怀玉看着窗外投

来的羡慕之色，边系着安全带，边羞
涩地对杨伟说：“今天既出糗、又出风
头，就是不知道车怎么样？”

杨伟狡黠地一笑，侧头在媳妇耳
边低语：“放心，车没事，我是看准水
沟高度与位置，故意打过去的方向盘
……好让大伙知道，老唐家今非昔比
了。” （董川北）

3注双色球头奖
全免单

广东福彩 2000万
元大赠票“双11”送惊喜

11月 10日 晚 ，双 色 球 第
20112期开奖，广东（不含深圳）
中出3注一等奖，分别由广州、佛
山、汕尾彩民摘得，单注奖金达
665.7万多元。更让大家惊喜的
是，3注一等奖全部由复式票中
得，并全部符合广东福彩“幸运
双色球 惊喜欢乐送”2000万元
大赠票活动条件，中奖的彩民相
当于“免单”中了一等奖。

开奖的第二天即 11月 11
日，广州、佛山中得本期双色球
一等奖的彩民已火速前往省福
彩中心兑走了属于他们的“双
11”厚礼。

据检索，这 3注一等奖分别
来自广州市荔湾区东海南路的
44011720投注站一张 28元的

“7+2”自选复式票，汕尾市陆丰
东海镇人民路的44090434投注
站一张 112元“8+2”自选复式
票，佛山市顺德水口东风新村大
路的 44131328投注站一张 168
元的“9+1”自选复式票。

更加幸运的是，这 3张中得
一等奖的彩票，都符合最近广东
福彩开展的“幸运双色球 惊喜
欢乐送”2000万元大赠票活动条
件，能分别得到省福彩中心返还
与该张彩票投注金额相等的购
票金。中一等奖还“免单”，简直
倍儿爽。

据了解，近日，广东福彩在
全省范围内（不含深圳市）开展

“ 幸 运 双 色 球 惊 喜 欢 乐 送 ”
2000万元大赠票活动。活动时
间至双色球第 2020121期（开
奖日为 2020年 12月 1日）。活
动期间，在广东省内（不含深圳
市）福彩销售渠道采用且仅限
于“7+1”“7+2”“8+1”“8+2”

“9+1”“10+1”6种复式投注购
买双色球游戏彩票(倍数不限)
且中奖的，在兑取中奖奖金的
同时返还与该张彩票投注金额
相等的购票金。也就是说省福
彩中心将这张中奖彩票赠送给
中奖者。

据悉，自活动开展以来，双
色球第 20103期至第 20112期
全省（不含深圳市）销售 3.87亿
元 ，带 动 筹 集 公 益 金 1.37亿
元。售出 338.39万张符合活动
条件的复式投注票，共送出赠
票金额超过 1482万元，赠票数
量达 33.39万张，获赠票率高达
10%以上，活动的顺利开展和
彩民朋友的鼎力支持，为广东
省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再添新
动力。

（汪海晏 叶金鑫 曹欣然）

11月9日，广东省福彩中心调研组
一行6人到惠州调研快乐8游戏试点工
作开展情况，并在惠州市福彩中心与相
关业务部门工作人员及部分试点站代
销者召开座谈会。

调研组一行实地走访了惠城区
44080111、 44080103、 44080154、
44080085等 4个试点投注站，详细询
问了几位业主在快乐 8游戏上市以来
的销售情况，并查看了业主们自制的
多款玩法图表。现场，调研组也对业
主们在图表格式和玩法内容设计上提
出了一些建议。

座谈会上，调研组一行首先听取
了参会业主对快乐 8游戏的想法、做
法，以及在实际销售中存在的问题、意
见和建议。参会的 6位业主纷纷发表
了各自的见解，把这半个月来一些取
得成效的做法做了小结，同时也提出
了一些在销售操作过程中遇到的实际
问题，大家均表示，通过半个月的销
售 ，他 们 对 快 乐 8游 戏 前 景 充 满 信
心。调研组在听取了几位业主代表发
言后，就快乐 8游戏设计、游戏玩法、
设备技术操作和改进等方面，都做了

进一步解读，并就营销宣传方式方法
上进行了指导。

据了解，快乐 8游戏上市以来，
引发了惠州广大彩民极高的关注度
和参与度，据统计，快乐 8第 1期至
第 15期（10月 28日至 11月 11日），上
市仅半个月，惠州快乐 8游戏共销售
468.72万元，同时，带动筹集福彩公
益金 49.22万元，单机销量在全省 4
个试点市中排名第一。

惠州市作为全省快乐 8游戏首批
试点的4个地级市之一，上市前后做了
充足准备，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试点
工作。全面落实省中心快乐 8上市宣
传要求，及时做好通稿发布工作，动员
投注站积极转发官网相关推文;游戏上
市前对全市 200家试点销售网点业主
及销售人员进行了培训和考核;正式销
售后对快乐 8试点销售网点实行末位
淘汰机制;开展了投注站全员培训。通
过一系列措施，严格把好入门关，确保
用好资源，统筹推进快乐8游戏在惠州
市试点工作有序开展，为试点先行积累
宝贵经验。

（汪海晏 李娜）

11月 11日上午，两个年轻的小伙
子早早就来到深圳福彩兑奖中心门口
等候工作人员上班时间的到来。“加倍
幸运啊，中一等奖又赶上派奖，真是太
开心了。”原来，其中一位小伙子高先生
凭 一 张 10元 自 选 票 在 双 色 球 第
2020112期中得一注一等奖。

当期一等奖单注奖金为 665万多
元，现正值双色球 12亿元派奖活动期
间，根据活动规则，高先生获得的派奖
金额为83万多元，合计获得奖金749万
多元。

中出大奖的站点为宝安区西乡流
塘 建 安 二 路 148号（流 塘 小 学 旁）
83021047投注站。

据了解，高先生平时工作比较繁
忙，对双色球促销活动了解不多，全凭
投注站销售人员讲解。购彩当天，高先
生如往常一样下班回家，经过家附近的
投注站时，想着进去打几注彩票，和销
售员聊会儿天放松一下心情，销售员在
聊天时向高先生介绍了双色球派奖活

动，推荐他打几注碰碰运气，高先生便
随意选了几个号码，没想到就这“随手
一买”，就中了大奖。

“我是好多年的福彩粉丝，喜欢守
号，有一组号码我守了一年都没中，没
想到随意挑选的号码竟然中了，运气这
东西真的很神奇。”高先生说，他几乎每
期都会购买福利彩票，投入金额根据自
己经济状况来定。“有钱的时候就多买
一点，没钱的时候就少买或不买，我购
彩心态比较好，虽然大清早就来兑奖，
但昨晚睡得很好，没有失眠。”高先生打
趣地说。

高先生从事游戏行业，平时工作很
忙，收入也不错，购彩主要是为了放松
心情，也能用自己的方式支持公益事
业，一举两得。

提及奖金用途，高先生说，主要给
家里父母改善一下居住环境，把老家的
房子重修一下，让父母共同分享中奖的
幸运和喜悦。

（汪海晏 邓雪玲）

惠州快乐8单机销量全省第一

深圳小伙中双色球一等奖
奖金合计749万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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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号强势 连号淡出
——析福彩玩法走势
36选 7：02、05、09、12、20、

23、30。
双色球：06、10、20、22、30、

31后 区 ：02、
05、07。

福 彩 3D：
03、04、08。

（小小苗）

快乐8广东首注500万头奖

11月7日晚，快
乐 8第 2020011期

开奖，中奖号码为：01、03、
07、13、18、19、20、21、22、
31、37、39、40、50、54、56、63、

64、69、79，全国“选十中十”开出
2注，单注奖金500万元，其中1注
由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黄岐黄海

路第 44130682号投注站中
出，这也是广东省首个快

乐8头奖。

羊城晚报记者 汪海晏 通讯员 袁苏华 插图 采采

中 得 此 次 大 奖 的 张 女
士，是一位拥有 20年彩龄的
资深老彩民。她和先生有着
共同的爱好，平时一起选号，
一起关注开奖信息，买彩票
的这些年，他们一直理性投
注，每次就买 10元。“我们年
纪大了，想着还能为社会福
利事业做些贡献，每次买彩
票时，心里都乐滋滋的，中不
中奖其实没那么重要了。”张
女士笑着说，“以前经常买买
双色球，这次快乐 8新游戏
上市，我们第一时间捧场了，
这次中奖的号码是前几期选

出来的，追号照打了一张，没
想 到 幸 运 这 么 快 就 被 我 们

‘ 追 ’出 来 了 ，真 是 太 开 心
了！”

据了解，张女士一直都是
自己选号，以前最多中过3万
元，最近快乐 8游戏上市，两
口子很感兴趣，这组自选的号
码仅追了四期，便中得了头
奖。经检索，这张自选5注的
单式彩票，仅花了10元，共中
出1注“选十中十”、1注“选十
中九”、3注“选十中八”，张女
士共斩获奖金5010400元，羡
煞旁人。

交谈中得知，张女士第一
时间关注了中奖信息，和老伴
一起反复核对，确认中奖后，
两人高兴到整晚睡不着。

对于奖金的用途，张女士
表示，先买套房子，改善家人
的生活，剩下的钱打算用来养
老，安享晚年。“想着和老伴从
此过上幸福的晚年生活，心中
无比感恩，因能力有限，一心
只想做些小小的善事，没想到
换来了这么大的回报。”张女
士感慨地说。

追号四期追出头奖

奖金打算买套房子

上市之后受到欢迎

佛山彩民10元霸气斩获

债权转让通知公告
广东省珠海万山海洋开发试验区管理委员会
珠海经济特区东澳旅游开发公司 ：

根据珠海市香洲区永兴贸易公司与珠海市巨鼎实业有限公司签订的
《债权转让协议》，现将珠海市香洲区永兴贸易公司对广东省珠海万山海
洋开发试验区管理委员会（原珠海市万山管理区）、珠海经济特区东澳旅
游开发公司依据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1998）珠香经初字第687号民事
判决书与（1999）珠香法执字第998号执行案件确认享有的全部债权依法
转给珠海市巨鼎实业有限公司，与此转让债权相关的担保权利以及其他
一切权利一并转让。请你方自接到该债权转让通知后，向珠海市巨鼎实
业有限公司履行全部义务。

特此通知。
珠海市香洲区永兴贸易公司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七日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粤0106破10号之三

2019年9月5日，本院根据佛山市南海嘉欣展柜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
广州市宝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宣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本院查
明：经管理人调查核实，管理人无法接管宝宣公司的会计账册及有关财务资
料。2019年12月14日，管理人就宝宣公司名下30项商标进行拍卖，成交价为
105000元。此外，管理人未发现宝宣公司有其他可供处置的财产。截至2020年
8月13日，宝宣公司可供清偿的财产为105000元。2019年12月20日，本院裁定
确认佛山市南海嘉欣展柜有限公司等1位债权人的债权为176720.23元。宝宣
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明显缺乏清偿能力，并且不存在重整、和解的情况，管
理人据此提出申请宣告宝宣公司破产。

本院认为：本案中，宝宣公司处于资不抵债的状态，且不具备重整、和解的
条件，管理人申请宣告宝宣公司破产，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之规定，裁定如下：宣告广州市宝宣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破产。

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
2020年11月16日

广州地铁2020年组合商铺招商项目（十）招商公告
广州地铁连接各大重要商圈及商务中心，经营环境

一流，车站商铺位于车站站厅位置，占有得天独厚的经
营优势。现广州地铁2020年组合商铺招商项目（十）对
外公开招商，请各意向商家于2020年11月30日17:00
前登录广州地铁商业网站http://biz.gzmtr.com/查询详情
及报名。
单位：广州地铁运营资源经营中心
地址：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1238号万胜广场A塔28楼
电话：020-83158248（赖女士）

遗失声明
珠海皇朝越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遗失
财务专用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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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美程口腔门诊部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40101MA59TNER5W）遗失公章(行政章)、
财务专用章、法人章（郑群辉）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广东自贸区南沙片区分公司遗失交
强 险 业 务 联 3 份 流 水 号
QBAP1900878743， QBAP1900752838，
QHAP1800054231。商业险业务联 2份
CFBA1908194251、CFBA1908194252。流
水号标志6份流水号QJBC1907973237，
QJBC1905417055， QJBC1907973764，
QJBC1904671150， QJBC1908006885，
QJBC190797343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明和之家房地产置业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行政章）、财务专用章、法人章
（戴金发）各一枚，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始兴县顺优达典当行有限公司遗失当
票一式四份，当票号：4419082637，现声
明作废。

惠州港东马港区欧德油储公用石化码头扩建工程（调整）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完成，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
办法》，现进行公示。
1、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及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如下：http://www.
hzdpic.cn/news_view_748_332.html，公众可自行下载电子版；也可通过电话预约查
看纸质报告书的时间，于惠州大亚湾欧德油储公用石化码头有限公司查阅。
2、本次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为项目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众以及单位。欢迎您针
对该项目及环保方面提出自己的意见看法（不接受与环境保护无关的问题）。
3、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下载公众意见表进行填写，通过信函、电子邮件
等方式，向建设单位提交该公众意见表。
4、公众意见表提交的时间：自公示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
5、联系方式：惠州大亚湾欧德油储公用石化码头有限公司，联系人：叶创谋；通讯
地址：惠州大亚湾石化区滨海十路南 1号；联系电话：13829922509；E-mail：
yecm@hzdpic.cn。

惠州大亚湾欧德油储公用石化码头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17日

广州润富九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广州盈泰富德
房地产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广州润富九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广州盈泰富德房地产有限公司
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广州润富九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将其对公告清单
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或相关义务人）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抵
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广州盈泰富德房
地产有限公司。广州润富九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
担保人（或相关义务人）以及借款人、担保人（或相关义务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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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
算主体。

广州盈泰富德房地产有限公司作为公告清单所列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
清单所列包括但不限于借款人、担保人（或相关义务人）及其清算义务人等其他相
关当事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广州盈泰富德房地产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
担保合同及其他相关协议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广州润富九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广州盈泰富德房地产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17日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20年8月21日折合人民币的贷款本金余额。2.
若借款人、担保人（或相关义务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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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下表中折合人民币贷款本金余额仅供参考，贷款本金余额以借款
合同、担保合同、裁判文书等相关法律文件所载为准。4.本公告当中内容如有错
漏，以实际档案资料所载为准。

广州盈泰富德房地产有限公司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华夏路28号1904室(部位:C)
联系人：林亮星 联系电话：13533888819

序号

1

2

借款人

东莞市麻
涌新世界
美食邨

东莞市茶
山东深供
销贸易公
司

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编号

（粤莞麻涌）农银借字（2000）第 080号、
（粤莞麻涌）农银保字（2000）第033号

东莞市茶山镇（担保）保借同字第98005
号、东莞市茶山镇（担保）保借同字第
98006号、东莞市茶山镇（担保）保借同字
第 98008号、东莞市茶山镇（担保）保借
同字第 98009号、东莞市茶山镇（担保）
保借同字第98011号、东莞市茶山镇（担
保）保借同字第98012号、东莞市茶山镇
（担保）保借同字第 98013号、东莞市茶
山镇（保证）保借同字第 98018号、东莞
市茶山镇（保证）保借同字第 98021号、
东莞市茶山镇（保）保借同字第99004号

折合人民币贷款
本金余额（元）

1,251,568.88

5,450,000.00

担保人/
相关义务人

东莞市麻涌镇
黎滘经济联合
社（东莞市麻
涌镇黎滘股份
经济联合社）

东莞市茶山镇
经济联合总社

莞惠城际小金口至惠州北段环境影响报告书
征求意见稿公告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连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
式和途径：1、公众通过网盘（提取地址：https://pan.baidu.com/s/1e1FK8C6GuKMB
2AyBw_OO_g；提取码：y28j）查询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2、公众查阅纸质报告
书请前往：惠州铁路公司（惠州市惠城区江北文昌二路力天中心11楼）查阅。联
系人：张工，联系方式：0752-2109661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

201810/W020181024369122449069.docx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可点击上方链接填写意见或建议，

也可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或者其他便利方式提出意见或建议。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20年11月9日～2020年11月20日
建设单位：惠州铁路公司，联系电话：0752-2109661，联系人：张工；环评单

位：中铁工程设计咨询集团有限公司，联系电话：010-52696534，联系人：曹工，邮
箱：377704644@qq.com。

遗失声明：刘柏慧、刘思茵、刘晓斌遗失
坐落于海丰县附城镇荣港小区A栋24
号西梯601号的《房地产权证》一本，证
号：海建房证私字 9900029836号，面积
78.68平方米，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和润商贸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
正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40400673119794H，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语哲皮具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
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本人杨房兰不慎遗失教师资格证书，证
书编号：20174405512001875，特声明作
废。

遗失声明
个体工商户詹钟冲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 445224600140120，声明作
废。
遗失声明：惠来县东港镇新村经济联合
社遗失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证明
书 正 副 本 ，证 号 ：粤 农 集 字 第
522464001000号，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广东省揭阳市惠来县东港镇
新村村民委员会遗失基层群众性自治
组织特别法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
代码:54445224784857407X,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惠来县东港镇白坑村白坑经
济联合社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
代码:68440279-8;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证明书正副本,证号:粤农集字第
522464009000号，声明作废。

公 告
（2020）粤01破44-3号

因广东省广晟电力燃料有限公司
破产财产的最后分配已经完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
二十条第二款、第三款之规定，本院于
2020年11月6日裁定终结广东省广晟
电力燃料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特此公告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六日

减资公告
茂名市韶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40904MA51EA8W34）
经股东会决议将注册资本从壹佰万元
减至叁万元，请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 45天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
务，特此公告！

启事
2020年8月25日14时30分许，

在105国道2503公里640米(从化区
太平镇环亚工业园对出路段)有一
辆男装二轮摩托车与一辆女装二轮
摩托车交通事故，事故造成 1人受
伤。现寻找目击证人，对提供有价
值线索者给与奖励和保密。
联系人：邓警官、郑警官
联系电话：110、87812178

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从化大队二中队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七日

遗失声明
广东创粤建设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440101673489365P）遗失公章一
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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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锦洪广告：020-87566523、13622244208

广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2020）穗仲公字第1216号

张钦乐、张秀叶：
本会已于2020年10月21日受理申请

人王铎与你方关于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案号为（2020）穗仲案字第14684号，现定于
2021年3月11日11:30在广州市沿江中路
298号江湾大酒店A座8楼仲裁庭室开庭审
理，仲裁庭于2021年4月10日前作出裁决，
领取裁决书的时间为2021年4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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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日

排列3排列5 第20267期

14867966.76元奖金滚入下期排列3奖池。
427061368.82元奖金滚入下期排列5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1年1月15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彩票开奖公告栏 开奖时间：2020年11月16日 ●●●●●●●●●●

“南粤风采”36选7 第20202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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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83

99

3096

0

0

15225

41500

9900

30960

中奖情况

36选7投注总金额：478854元
中奖基本号码：011130270802特别号码：34

好彩36投注总金额：526464元

类别

好彩2

好彩3

投注额（元）

35156

491308

中奖注数

405

647

单注奖金（元）

44

379

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累计奖金5619608元滚入下期一等奖。

好彩1 第2020263期

投注总金额：4971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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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7242

11904

3914

4066

7464

288

630

514

46

15

5

5

34 鸡 冬 北

本期投注总额：1790532元；
本期中奖总额：758600元；
奖池资金余额：5469688元。

3D 第2020268期

中奖号码 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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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652
0

451
25
12
0
4
0
0
0
0
61

1040
346
173
10
104
470
21
693
173
606
86
15

678080
0

78023
250
1248
0
84
0
0
0
0

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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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4014718元

663087702.46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1年1月15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第20115期

一等奖

二等奖

本期中奖情况

前区号码
18 09 23 01 19 01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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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2

161

79

215

1694

20422

36185

35881

846810

7927490

基本

追加

5858135

4686508

61470

49176

10000

3000

300

200

100

15

5

76155755

9373016

9896670

3884904

2150000

5082000

6126600

7237000

3588100

12702150

39637450

基本

追加

175833645

排列3 6 2 5

排列5 6 2 5 8 1

直选

组选3

组选6

全国销量
（元）

本省销量
（元）

单注
奖金
（元）

17811688 904730

中奖情况

全国
中奖
注数

16304

0

31682

85

本省
中奖
注数

568

0

1266

1040

346

173

100000

排
列
3

排列5 11703890

3045

500

100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