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姨跳广场舞、买彩票，感
觉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充实。
那天，刘姨回家进门就说：“老
刘，我中奖了。”老刘一惊：“真
的？”刘姨说：“我会骗你？我昨
天买了两注双色球，中了五等
奖！”老刘笑了：“中了10块钱就
把你高兴得。”刘姨说：“10块钱
咋了，10 块钱我还赚了 6 块钱
呢。”见老伴高兴的样子，老刘
说：“继续努力，期盼你早日中大
奖啊。”

那天，老刘见刘姨一副失落
的样子，就问她咋了。一开始刘
姨吞吞吐吐不说，在老刘一再追
问下，她才说昨天买了2000元的
彩票才中了10个六等奖。“你为

啥买那么多？”老刘吃惊地问。刘
姨说：“我们一起跳舞的李婶去医
院做体检查出了肿瘤，我们一起
跳舞的知道她家生活困难，就每
人帮她买了100元。”老刘说：“你
们做得对呀，可你……”

刘姨继续说：“听说李婶治
病要花好多钱，所以我就买了
2000 元的彩票，想中了大奖就
全给李婶看病！”听了刘姨的解
释，刘叔才松了一口气说：“你想
帮助李婶是对的，但不能有这种
侥幸的心理。”刘姨点着头说：

“我知道了。”过了几天，刘姨兴
冲冲地回来说：“老刘，告诉你一
个好消息，李婶的肿瘤是良性
的！” （汪小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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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即开型福利彩票“辛
丑牛”登陆深圳，恰逢中国福利
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对“辛丑牛”
生肖系列即开型彩票游戏开展
2亿元派奖活动，3月 5日 17时
前，深圳彩民刮“辛丑牛”20 元
票依然有机会获得翻倍奖金。

活动期内，深圳彩民购买
20元面值“辛丑牛”生肖系列即
开型彩票，且单张彩票兑取 50
元以及 100 万元奖等的购彩者
给予派奖奖励，每个奖等的派奖
金额等于相应奖级的设奖金额，
具体为：兑取50元的中奖者，派
送 50 元固定奖金；兑取 100 万

元的中奖者，派送100万元固定
奖金。

本次活动派奖奖金2亿元，
派奖时间为1月18日0时至3月
5日17时，若派奖期内派奖奖金
派发完毕，派奖活动自然截止。

深圳福彩提醒，本次派奖活
动时间以销售机构销售系统实
际兑奖时间为准，相应奖等的即
开票中奖者，应在规定时间内及
时到销售机构指定的地点兑取
中奖奖金并获得派奖奖金，符合
条件的中奖者不能在规定时间
内兑奖的，视为放弃派奖奖金。

（汪海晏 邓雪玲）

36选7：03、11、13、16、21、29、32。
双色球：10、16、18、22、27、31后区：02、04、09。
福彩3D：05、07、08。

（小小苗）

奇数热出 连号淡出
——析福彩玩法走势

佛山福彩开市首日迎来开门红
守号15年终得613万元大奖

羊城晚报记者 汪海晏 通讯员 曾韵 插图 采采

这位中得613万元的大奖得
主刘先生，穿了件短袖衬衣，戴个
口罩，在通过佛山市福彩中心的
疫情防控检查后，径直走向兑奖
大厅，把彩票递给兑奖人员。由
于掩饰不住喜悦，虽然全程没脱
下口罩，但与工作人员分享中奖
经历的过程中，露在口罩外面的
一双眼睛几乎一直笑成了月牙
形。

据了解，刘先生大约50岁，佛
山本地人，住在顺德龙江，经营一
家五金店，以前只爱好吸烟，戒烟
后把省下的钱拿来买彩票，每期

买30元左右。他自称是双色球的
铁杆忠粉，因为自己与福利彩票
双色球结下了不解之缘：那是15
年前，一位友人告知他在福利彩
票双色球游戏中中得一个三等奖
3000元，当天晚上他发了一个梦，
梦见一组双色球号码，而这注号
码竟然在他醒来后还不断在脑海
中涌现。于是从那天起，他就开
始了双色球的购彩之路，无论是
工作天还是休息日，只要碰上双
色球开奖日，他都尽量抽空到彩
票站购买，有时候实在没时间，就
把号码发给大儿子帮忙购买。

春节假期，彩票虽然休市，
但仍有部分投注站为了满足广
大人民群众需求，放弃休息、开
门营业销售“刮刮乐”即开型彩
票。为看望慰问奋战在福彩一
线的销售人员，为他们送上节
日的问候和最诚挚的祝福，韶
关福彩中心近日开展了新春走
访投注站活动。

2 月 13 日，韶关福彩中心
相关负责同志带领工作人员来
到韶关南雄、始兴等地，走访慰
问福彩一线销售人员，详细询

问了大家节日期间的经营、生
活情况，与大家互致新春祝福
和美好祝愿，同时对投注站疫
情防控工作进行了检查，提醒
投注站业主做好疫情防控常态
化措施，保障自身和群众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

新春慰问与祝福振奋人
心，大家纷纷表示，新的一年，
将牢记福彩发行宗旨，更加用
心地做好销售工作，为韶关社
会福利事业的发展做出更大的
贡献。 （汪海晏 韶关福彩）

韶关福彩新春走访慰问投注站

开市第二天快乐8爆大奖
好消息！福彩开市第二天，

快乐8就中出了“选十中十”500
万元大奖！新年福运旺旺旺！

2月20日晚，全国联销的快
乐8游戏第 2021041期开奖，开
出中奖号码 09、11、15 、16、
18、19、26、27、29、43、47、48、
50、51、52、57、64、67、71、74。
当期快乐8全国开出了1注“选
十中十”500万元大奖、3注“选
九中九”30万元大奖、16注“选
八中八”5万元大奖、29注“选七
中七”1万元大奖。据检索，500
万元大奖花落贵州省。

据悉，快乐8这款新游戏，兼
具了“返奖率高达58%的全国联
销游戏”“中奖概率可达 25%的
电脑彩票游戏”“开奖号码最多
的彩票游戏（每次开奖 20 个号
码）”“一个号码不中也有奖的彩
票游戏”“号码不一样同中一等
奖的彩票游戏”“天天有机会中
得500万的彩票游戏”等六大特

点，真可谓简单、好玩、易中奖。
快乐8游戏玩法多样、中奖

体验好、开奖号码多。彩民可从
1至 80共八十个号码中任意选
择一至十个号码进行投注，每注
金额2元，包括“选一”到“选十”
10种玩法，包含“单式”“复式”

“胆拖”等投注方式。彩民投注
可以选择“选一”至“选十”10种
玩法中的任意一种，新手可玩

“选一”，中一个号码就有奖，
25%高中奖概率，新人尝试必
备，快来收获你的中奖初体验。
牛刀小试就“选四”，中四个号码
奖金直达三位数，中奖概率同样
高达25%，实现你的小心愿。大
显身手来“选五”，中五个号码奖
金1000元。“选九”，中九个号码
奖金30万元；“选十”，全中可得
500万元，一个不中还免单。十
种玩法实现十种梦想，福彩快乐
8，你的梦想我买单，福彩快乐8
向快乐出发。 （汪海晏）

“辛丑牛”即开票登陆深圳
派奖活动持续至3月5日

2 月 3 日，深圳市福利彩票
发行中心发布《关于福利彩票

“快乐彩”游戏退市的公告》（以
下简称《公告》）。

《公告》称，根据《财政部 民
政部 体育总局关于有序退市高
频快开彩票游戏有关事宜的通
知》（财 综〔2020〕43 号）要求，
2021年春节休市结束后，即2月

19日 00:00 起，深圳市福彩“快
乐彩”游戏将停止销售。“快乐
彩”的兑奖有效期为开奖日起
60 个自然日内，兑奖期最后一
天为国家法定节假日或者彩票
市场休市的，顺延至节假日后或
者彩票市场休市结束后的第一
个工作日，逾期未兑视为弃奖。

（汪海晏 邓雪玲）

深圳福彩“快乐彩”游戏停止销售

刘姨（下） 插图 采采

谈及这笔大奖如何使
用，刘先生高兴地说，其实
去年底已着手转行，当时投
资一个水力发电的项目，因
为资金不充足项目搁置，现
在可以用一部分奖金解决燃
眉之急，剩下的钱留给两位
儿子用作创业基金。他在办
完兑奖手续后告诉中心工作
人员，这15年来他把买烟的
钱用来买福利彩票，除了希
望中奖，也是因为了解福利
彩票公益金做的都是慈善事
业，所以就算不中奖他也买
得心里踏实。

据佛山市中心工作人

员介绍，佛山福利彩票市场
自今年元旦起就红红火火，
百万大奖中得停不下来。1
月 7 日，佛山彩民以 1 张复
式彩票中得双色球二等奖，
奖 金 共 142 万 元 ；1 月 19
日，南海区一彩民以 1 张单
式倍投彩票中得双色球二
等 奖 ，获 得 奖 金 共 149 万
元；1月 7日，顺德区彩民以
1 张“快乐 8”复式彩票中得
大奖 535 万元；2 月 7 日，这
位大奖得主刘先生抓住春
节休市前的尾巴，以 1 张单
式彩票揽得双色球一等奖
613万元。

就这样，那注号码在他坚守
了 15 年后，于 2021 年春节前让
他抱得 613 万元奖金，使他们全
家 过 上 了 一 个 超 级 欢 喜 的 大
年。

据介绍，2月7日适逢双色球
开奖日，大奖得主刘先生在家中
忙着搞卫生，但心里总是觉得还
有事情没办，突然想起还没买双
色球，于是马上放下手上的活，
骑车到家附近位于顺德龙江镇丰

华北路 74号第 44131439 号的投
注站购彩。到店后，他把提前写
好的 11注双色球号码，分别是 1
注单式 5 倍与 10 注单式递给销
售员，打了共 30 元的彩票，把它
们安安稳稳地放进衣服口袋后，
心满意足地回家继续干活。

2 月 7 日当晚 10 时 30 分左
右，刘先生洗澡前习惯性地掏
一下口袋里的彩票，在手机上
查询双色球第 2021016 期的开

奖号码。本不抱任何希望，没
想到中奖号码与他其中一张彩
票上的一组他倒背如流的号码
——“ 红 球 为 03、08、09、13、
15、18，蓝球为 10”一个数字都
不差。他把大儿子从房间叫出
来，帮他再次核对号码，确认中
得一等奖，奖金有 6134153 元。
父子俩几乎激动得跳起来，这
组中得大奖的号码正是他守号
15年的号码。

守号15年终于擒获大奖

大奖奖金解决燃眉之急

戒烟后把钱拿来买福彩

今日吉时：子时、
午时、申时

今 日 吉 数 ：16、
20、33

今日吉肖：牛、虎、
马、猴、狗、猪

（小小苗）

善善今日吉字：

新年伊始，万象更新，佛山市福利彩票发
行中心牛气冲天，于全国彩票开市首日就迎来
了开门红——春节休市前最后一期双色球即
第 2021016 期一等奖得主，风风火火现身佛
山市福彩中心。2月7日晚，中国福利彩票双
色球第 2021016 期开奖，中奖号码为：03、
08、09、13、15、18，特别号码：10，当期全国一
等奖16注中，单注奖金6134153元，广东省中
出4注一等奖，其中佛山揽得 1注，落在顺德
区龙江南华站，站点编号44131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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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行定于 2021 年 3 月 3 日（星期三）上午 10 时在本行拍卖如下租赁

权：
1、位于海丰县海城镇人民南路 2号首层东侧第一、二间门市的租赁权，面积

为 120平方米，整体出租。以月租金 10000元为拍卖底价，竞买保证金 2万元，每
次递增价 300元。

2、位于赤坑镇汕可公路旁（原教育办公室）一楼商铺（5 间）的租赁权，面积
112 平方米。以月租金 2387 元为拍卖底价，竞买保证金 2 万元，每次递增价 200
元。

3、位于海丰县彭湃中学（原师范宿舍门口）北向商铺的租赁权，面积 60.68平
方米。以月租金 2427元为拍卖底价，竞买保证金 2万元，每次递增价 200元。

4、位于海丰县彭湃中学（原师范宿舍门口）南向商铺的租赁权，面积 56.52平
方米。以月租金 2261元为拍卖底价，竞买保证金 2万元，每次递增价 200元。

5、位于海丰县食品企业集团公司 9处商铺租赁权，请见《海丰县食品企业集
团公司 9处商铺租赁权详细情况一览表》。

竞价方式：拍卖会前预先书面报价承诺，拍卖会上网络与现场同步竞价确认
的方式。

有意竞租者，凭有效证件，请于 2021 年 3 月 1 日下午 4 时前交付竞买保证金
（款应到达我行指定账户，收款单位：汕尾市海丰拍卖行，开户行：中国银行海丰
支行，账号：718557744871；工商银行海丰支行，账号：2009002009024904797），并
5时前到我行办理报价手续。其它事项以《竞买须知》为准。

有关拍卖文件自于 2021 年 2 月 23 日后查阅中国拍卖协会拍卖平台（网址：
https://paimai.caa123.org.cn/）或到我行获取，实地看样时间从公告之日起。联系电
话：0660-6863146/6863246。

汕尾市海丰拍卖行
2021年 2月 23日

遗失声明
湛江万里金龙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遗
失财务专用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广州市瑞泷翔贸易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40106MA59AHER55）遗 失 财 务 章 、
法人章（李辉）各一枚，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鼎盛休闲娱乐有限公司遗失财
务专用章壹枚，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广州市白云区金龙小学遗失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
副 本 ，证 号 ：穗 教 民 BY4401115113320
号，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陆丰市大安镇大安村民委员会遗失开
户许可证，核准号：J5972000127204，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陆丰市大安镇旱田村民委员会遗失开
户许可证，核准号：J5972000526701，声
明作废。

拍卖公告
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拱北海关委托，珠海市鸿东拍卖有限公司定于 2021 年 3

月 4日上午 9时至 2021年 3月 4日 17时止（竞价延时的除外）在京东拍卖平台（网
址：http://haiguan.jd.com）在线公开按现状拍卖下列标的：

标的1：手表、相机配件、硬盘、包等一批，保证金82915元。标的2：手表、戒
指、项链、珍珠饰品、鞋等一批，保证金69420元。标的3：杂物一批，保证金1475
元。标的4：塑胶粒一批，保证金：1920元。标的5：船舶一艘，保证金31000元。

标的为海关依法罚没的涉案财物（不涉及海关依法罚没的侵权货物），上述
标的不作市场流通保证，如需进入市场流通环节，请买受人自行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办理进入市场流通环节所需手续和相关证照及中文标签等。竞买人应当是
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依法登记注册的公司法人或其他组织（外国人、外
国企业和组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委托拍卖或参加竞买的，适用拍卖法的相
关规定）。法律、法规对拍卖标的的买卖资质有规定的，竞买人应当具备相应的
资质。

所有拍卖标的以实物现状为准，所列品牌、型号、容量、规格、清单、检验检测
报告，均仅供参考。有意向的竞买人应在拍卖前按本公告的展示时间预约前往
现场查看标的现状，如不前往现场查看而参加竞买视为已对标的充分了解，委托
人和拍卖人声明不承担标的品质、真伪、安全性能、瑕疵担保及其他相关责任。

保证金情况及详情请登录上述京东拍卖平台网址查看。有意向的竞买人应
于拍卖会前注册京东帐号并通过实名认证（已注册京东帐号的通过实名认证即
可），并在线支付相应竞买保证金（因标的保证金金额较大，请先行在开户银行开
通网银大额支付功能）。具体要求详见竞价页面内的《竞拍须知》及京东拍卖平
台的资产处置竞价流程介绍。

拍卖成交后，标的移交时发生的包装、搬运、装车、运输、出库费用等由买受
人承担。

展示时间：2021 年 3 月 1 日至 2 日，展示地点：拱北海关白石仓库、拱北海关
大楼、中山船舶保管场。有意竞买者请提前来电咨询拍卖及预约现场查看标的
事宜，展示现场不接受报名，无预约的不得入库看货。

珠海市鸿东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756-2517338 13928022838
公司地址：珠海市香洲区银桦路 8号 1401房
委托方联系电话：0756-8161528、8161627、监督电话：8883290。

遗失声明
清远华美整形外科门诊部遗失公章一
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广州全康营养健康咨询有限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40101587633877X）遗失财务章、法人
章（纪嘉聪）各一枚，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阳江市阳东区那龙镇途胜货运代理服务
部 遗 失 发 票 专 用 章 一 枚 ，印 章 编 码
441704001329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德庆县悦城镇中地村民委员会遗失开
户许可证，核准号：J5936000649001，声
明作废。

广州市公安局港航分局公告
我分局于 2020 年 3 月 1 日在南沙

区龙穴岛查获一辆涉嫌非法储存危险
物质的汽车，车牌号：粤X09Y45。请当
事人或利害关系人自本公告刊登之日
起六个月内持有效身份证件及证明材
料前来我分局办理手续，逾期未前来
办理手续的，我分局将对该车辆依法
进行处理。

联系人：黄警官
联系电话：020-82273386
联系地址：广州市黄埔区港前路581号
特此公告。

广州市公安局港航分局
2020年 2月 22日

综合资讯综合资讯

登报热线
13622244208
020-87566523

遗失声明 ：广州市黄埔区晓凡百货店遗
失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 440112600191973， 执 照 编 号
12912011586G，现声明作废。

彩票开奖公告栏 开奖时间：2021年2月22日 ●●●●●●●●●●

“南粤风采”36选7 第20210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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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76

233

5235

0

0

18540

38000

23300

52350

中奖情况

36选7投注总金额：610344元
中奖基本号码：13 15 36 05 01 06 特别号码：33

好彩36投注总金额：572850元
类别

好彩2

好彩3

投注额（元）

37572

535278

中奖注数

456

734

单注奖金（元）

41

365

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累计奖金17343500元滚入下期一等奖。

好彩1 第2021043期

投注总金额：4012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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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0934

8040

1446

846

6550

203

281

338

46

15

5

5

33 猴 冬 西

本期投注总额：1830696元；
本期中奖总额：1115665元；
奖池资金余额：2119435元。

3D 第2021043期

中奖号码 9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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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855
0

1276
74
27
0
7
0
0
2
5
20

1040
346
173
10
104
470
21
693
173
606
86
19

889200
0

220748
740
2808
0

147
0
0

1212
430
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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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8699087元

989638019.58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1年4月23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第21019期

一等奖

二等奖

本期中奖情况

前区号码

12 01 28 13 29 03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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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75

173

747

15276

23479

28842

711854

7469224

基本

追加

10000000

76551

61240

10000

3000

300

200

100

15

5

10000000

0

10257834

4593000

1730000

2241000

4582800

4695800

2884200

10677810

37346120

基本

追加

89008564

1854

500

100

10

排列3 0 5 4

排列5 0 5 4 0 8

直选
组选3
组选6

全国销量
（元）

本省销量
（元）

单注
奖金
（元）

20474822 976212

全国
中奖
注数

本地
中奖
注数

4766
0

14235
0
0

排
列
3
组选3派奖

排列5
组选6派奖

13564264 15 100000

220
0

565
0
2

1040
346
173
54
37

中奖情况

15367181.60元奖金滚入下期排列3奖池。
412645040.36元奖金滚入下期排列5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1年4月23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排列3排列5 第2104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