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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 采采

外卖小哥喜中150万元

90 后深圳外卖小哥小王就
是其中一位幸运儿。

去年8月29日晚，小王送了
一天的外卖，感觉有点累。刚好
看到有个体彩店。他就走进去
休息一下，恰好看到 30 元的即
开票“宝石之王”系列还剩下 3
张。他就豪气了一回，把3张全
买了：“当我刮开第3张的游戏4
时，看到中奖图案的底下显示奖
金150万。我顿时愣住了，以为
是幻觉。我缓了一会神，揉了揉
眼睛，再仔细地看了好几遍，还
是不太确定是否真的中了大
奖。我就去问老板。老板核对
了一下，肯定地告诉我，确实中
了150万。”

小王说，他拿着票仔仔细细
地又核对了好几次，还陆陆续续
又问了老板四五次，老板都被他
逗乐了。

女彩友等车时刮中百万

珠海的陈大姐也很幸运，仅
等车的时间，就中了100万元！

陈大姐说，去年 7月份的一
天，她在柠溪巴士站等车，刚好体
彩店就在巴士站旁边，想着反正
车还没来，就进去刮几张彩票
吧。彩票店店主推介了最新推出
的“一蹴而就”系列，她就一次买
了10张在一旁慢慢地刮。

店主帮她兑奖时，突然兴奋
地对她说：“天啊！大姐，你中了
100 万！”陈大姐说：“我还以为
他和我开玩笑，经过再三确认
后，才敢相信自己中了大奖。实
在是太意外了！”

先中千元再中10万元

去年10月18日，广州的刘小
姐了解到广东体彩正开展“中国
范儿”和“芝麻开花节节高”即开

票1000万元赠票活动，随后买了
几张“中国范儿”带走继续逛街。

当她逛到奶茶店休息时，顺
便刮起了刚买的即开票，结果中
了 1000 元。 激动的刘小姐高
兴地回到了实体店，兑了 1000
元奖金，并收获了 1000 元的赠
票。然后再次开心地刮开这赠
送的 1000 元即开票，结果惊喜
再连连，没想到这次竟刮中了10
万元大奖。

近日，大乐透第 21009 期开
奖，前区开出号码为“01、03、20、
29、32”，后区开出号码为“05、
12”。当期全国中出 103 注二等
奖，单注奖金 112661 元，其中 41
注为追加投注，每注多得奖金
9.01 万元。追加后，二等奖单注
总奖金为20.27万元。

茂名市茂南购彩者刘先生
（化名）凭借一张 54 元的小复式
票，收获了2注追加二等奖，再加
上若干小奖，总揽奖金41万余元，
为当地贡献个人所得税8万余元。

中奖者刘先生近日来到茂名
体彩中心办理了兑奖手续。刘先
生透露，自己是个典型的“大盘”
购彩者，只钟情于大盘玩法，如7
星彩、大乐透等。刘先生说，在选
择号码时，他只相信自己的感觉；
而在投注方面则侧重于采用复式
投注。几年下来，他中过几次大

奖，小奖更是不计其数。
刘先生对大乐透情有独钟：

“超级大乐透自2007年在茂名上
市以后，我就开始接触，大乐透不
但大奖大，小奖还特别多，玩起来
特别有意思。”

当被问到为何如此“器重”复
式投注时，刘先生说：“作为大盘
玩法，号码跨度要比小盘玩法大，
采用复式投注可以增加选号的命
中率，从而大大提高中奖几率。
另外，我还发现，超级大乐透设立
的奖级比同类玩法要多，采用复
式投注一旦中奖，获得的奖金要
比其他玩法多。”

办完兑奖手续，刘先生表示：
“以后还要继续购买超级大乐透，
没别的，就是喜欢。希望下次来
领奖的时候，能够亲身体会到千
万元大奖的欢乐。”

（吴珊 粤体彩）

大乐透：前区：大号强势，
大小比关注 3：2防 4：1。和值
上升，关注 90—120 之间。奇
偶均衡，关注奇偶比 3：2或 2：
3。012 路关注 1：2：2。连号
淡出，关注散号。后区首防双
大、双奇组合，次防双小、双偶
组合。

7星彩：462—907—231—
586—730—895+01、06、10。

排列 3：精选号码三注：
197、467、239。

排列 5：精选号码三注：
21457、67624、07902。

（福娃）

阿林的彩票投注站开了好几
年，生意一直不错。可去年因为
疫情的影响，生意多多少少受到
波及，来店里玩彩买彩的彩民少
了一些。

不过，幸好阿林头脑转得快，
想出了许多好点子来恢复营业
额。针对大家担心出门受感染的
风险，还有减少聚众的机会，他通
过手机建了个彩民交流群，把平日
里经常来买彩的彩民朋友拉到一
个聊天群里，每天在上面发布一些
开彩的消息和关于彩票方面的新
闻。有些朋友还加了他的微信，通
过手机让其代打彩票，如果中奖了
还请他帮忙兑奖。

本来这个举措实施得不错，
生意额上涨许多，阿林还结识了
许多对彩票感兴趣的彩民朋友。
谁知，上个月，市里却爆出一条令
人惊讶的消息，说有一个彩民同
样是出于对彩票投注站点老板的
信任，通过手机代为购彩，谁知彩

票中了大奖，可那位彩票站老板
却起了贪念，拒绝承认中奖的彩
票是受彩民所托代打。两人为此
争论不休，最后只好对簿公堂，提
供各自的证据让法官判决。

彩民朋友得知此消息后，都不
敢再在手机上叫阿林下单买彩。有
些人虽还愿意，但却跟阿林说先欠
着钱，等中奖了再一起给，阿林不敢
答应，因为是小本生意，欠得多了，
他自己的资金就周转不开了。

眼见着刚有起色的生意又一
落千丈，阿林愁眉苦脸，唉声叹气。

（黄超鹏）

自2005年发行上市以来，京
津粤联网（原北京单场）游戏 16
年不断为购彩者送上丰富的单场
游戏投注体验和中奖乐趣。近
日，肇庆和茂名就接连传来喜讯。

3月4日，肇庆体彩中心迎来
了一位前来兑领京津粤联网（原
北京单场）游戏奖金的购彩者陈
先生（化名），陈先生此次购买的
彩票出自高要区南岸彩虹路3号
富临名庭 4408008043 体彩实体
店，中奖的彩票是 4 张单场竞猜
胜平负“M 串 1”复式票，总奖金
高达358226.90元，为当地贡献税
收9516.94元。

陈先生认为，玩京津粤联网
游戏，命中率是最重要的，如果比
赛看不准，一味地追求高奖金，中
奖率肯定不会高。购买彩票时保
持一个良好的心态也是必要的，
切忌盲目追高投注。

1月9日，位于茂名市茂南区
橘 洲 西 路 136 号 首 层 3 号 的
4410030505 体彩投注站传来喜
报，购彩者刘先生（化名）投注的
京津粤联网游戏 8 串 1 玩法,喜
获奖金13万余元。

近日，刘先生来到茂名体彩
中心兑奖，交谈中得知，他是一位
忠实的球迷。自从京津粤联网游
戏在茂名上市后，就开始尝试京
津粤联网的“M串 1”玩法。1月
9 日，刘先生凭借对足球的了解
与多年购彩经验，选出 8 场比赛
并选择 30 倍投胜平负“8 串 1”，
最终成功斩获奖金135657.64元。

领取奖金后，刘先生表示，其
实中奖有时候也很容易，只要平
时多注意收集些球队信息，判断
准确的几率就会提高，中奖率自
然就提高了。 （吴珊 粤体彩）

35万+13万！
肇庆、茂名球迷
接连揽获大奖

茂名彩友频获大奖
分享心得：只相信感觉

文/羊城晚报记者 吴珊 通讯员 粤体彩 插图 采采

近日，记者从广东省体彩中心获悉，2020 年受新冠疫情影
响，广东省即开票市场大约休市两个月，虽然市场人气一直到去
年五六月才逐渐恢复，但广东购彩者运气仍是势不可挡。据统
计，2020年广东体彩顶呱刮即开票共中出了226个一等奖，出奖
最多的前三个地市分别是深圳（58 个）、东莞（41 个）和广州（40
个）。在所有大奖当中，10万元大奖57个，25万元大奖83个，50
万元大奖4个，100万元大奖5个，150万元大奖1个。接下来，就
让我们一起回顾部分精彩中奖故事吧。

金
手
指

奇偶均衡
连号淡出

——析体彩玩法走势

彩
民
故
事

2020年粤彩友
喜中即开票头奖226个
深圳、东莞、广州彩友运气最佳

（上接A11 版）

遗失声明
刘佳鑫，女，身份证:360423199507250842，
现遗失护士执业证，编号 201536000244，
特此声明。

产权交易公告
受委托，南方文化产权交易所现组织对以下标的进行公开挂牌交易：
广东南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0%股权
一、转让方：广东南新金控投资有限公司；
二、标的企业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280 万元
经营范围包括：章程记载的经营范围：创业投资、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

管理（私募基金管理人未完成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协会登记的，不得开展私募基
金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转让底价：人民币 82.602万元
四、挂牌期：2021年 3月 10日至 2021年 4月 8日 17:00止。
五、受让方必须在公告有效期内提交书面受让申请并按受让条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
六、经公开征集仅产生一个合格意向受让方的，已经本次转让行为有权批准

单位批准，由转让方和该合格意向受让方按照南方文化产权交易所通知的时间
和地点，直接签订《产权交易合同》；经公开征集，产生两个或两个以上合格意向
受让方的，由南方文化产权交易所与转让方协商后，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确
定交易方式。经组织公开交易确定受让方后，转让方和受让方按照产权交易机
构通知的时间和地点签订《产权交易合同》。

七、详情请登陆网址：http://www.cnscee.com/
八、咨询电话：何小姐 020-8929 8924；劳小姐 020-8929 8952

南方文化产权交易所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日

产权交易公告
受委托，南方文化产权交易所现组织对以下标的进行公开挂牌交易：
广东南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40%股权
一、转让方：广东南新金控投资有限公司；
二、标的企业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280 万元
经营范围包括：章程记载的经营范围：创业投资、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

管理（私募基金管理人未完成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协会登记的，不得开展私募基
金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转让底价：人民币 165.204万元
四、挂牌期：2021年 3月 10日至 2021年 4月 8日 17:00止。
五、受让方必须在公告有效期内提交书面受让申请并按受让条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
六、经公开征集仅产生一个合格意向受让方的，已经本次转让行为有权批准

单位批准，由转让方和该合格意向受让方按照南方文化产权交易所通知的时间
和地点，直接签订《产权交易合同》；经公开征集，产生两个或两个以上合格意向
受让方的，由南方文化产权交易所与转让方协商后，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确
定交易方式。经组织公开交易确定受让方后，转让方和受让方按照产权交易机
构通知的时间和地点签订《产权交易合同》。

七、详情请登陆网址：http://www.cnscee.com/
八、咨询电话：何小姐 020-8929 8924；劳小姐 020-8929 8952

南方文化产权交易所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日

广东盛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废包装容器综合利用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广东盛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废包装容器综合利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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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的网络链接网址：http://www.gzsheng
luhuanbao.com/，查阅纸质报告书请与建设单位联系预约索取，联系方式如下：建
设单位：广东盛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联系人：杨工；通讯地址：广州市增城区东
方龙工业园；电话：13068864156。

2、广东盛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广州市增城区东方龙工业园，本次征求
意见的公众范围为项目选址 5km范围内的公民和有关单位。

3、发表意见的公众请按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意见表填写发表
日期、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等信息通过信函电子邮件等方式发表意见。环境影
响评价公众参与意见表见网址：http://www.gzshengluhuanbao.com/

4、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自公示之日起共计十个工作日。
广东盛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宏朗养殖有限公司广州宏朗生猪养殖基地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环评报告征求意见稿链接: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Ck-RDZydS6YO3xRGioq2Dg 提取码：yqii
查阅纸质报告书的地址详见下文联系方式。
二、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项目周围单位、专家、群众等。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链 接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请公众向公示地址发送电子邮件、电话等方

式，发表对本项目环评工作的建议和看法。
建设单位：广州宏朗养殖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从化区鳌头镇爱群村大水冚经济社
联系人：刘总 联系电话：13929566833
评价单位名称：广州浔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广州市越秀区迴龙路 8号第二层B、C房
联系人：尧工 联系电话：13133808776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本次意见反馈截止日期：2021年 03月 09日至 2021年 03月 22日

广州宏朗养殖有限公司
2021年 3月 10日

解除合同公告
东莞市天洋服饰有限公司、东莞香江渔村娱乐中心、东莞实成制衣有限公司、东莞
市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8年 8月 28日作出（2018）粤 01破 58-1号民事裁定
书，裁定受理广东省林工商公司申请破产清算一案，指定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
所担任广东省林工商公司管理人。管理人经调查获知，广东省林工商公司与东莞市
天洋服饰有限公司、东莞香江渔村娱乐中心于1999年3月2日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
书》。但截至本公告之日，《股权转让协议书》各方均未履行完毕合同义务。

1、依据《企业破产法》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股权转让协议书》已于 2018 年
10月 29日解除，位于东莞市莞城区莞龙路鸦叫尾的林科大楼 15.3%的产权份额仍
然归属于广东省林工商公司。

2、东莞市天洋服饰有限公司、东莞香江渔村娱乐中心有权利对广东省林工商
公司享有的债权（如有）向管理人进行申报。

3、东莞市天洋服饰有限公司、东莞香江渔村娱乐中心如果对解除《股权转让
协议书》持有异议，请在公告之日起 15 日内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逾
期则视为无异议。

4、如解除《股权转让协议书》对东莞实成制衣有限公司、东莞市国际旅行社有
限公司的权利产生影响，请相关权利人依据相关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向合同相对
方主张权利义务，并依法解决争议。特此公告。

广东省林工商公司管理人
2021年 3月 8日

遗失声明
广州长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遗失财务
专用章、法人章（傅宏华）各一枚，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个体工商户戴慈初遗失营业执照正本，
注册号：44058260039619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城宏宇电器店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各一份，注册号：441521320001420，声
明作废。 2021年 3月 10日

遗失声明
茂名市茂南区韵致奶茶店遗失食品经
营 许 可 证 副 本 ，许 可 证 编 号 ：
JY24409020085171，现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广州市助您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股东会
决定，本公司停止经营，清理债权债
务。请债权人自本公司公告见报之日
起 45 天 内 ，向 本 公 司 清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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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
广东省南粤交通龙怀高速公路管理

中心不慎遗失《广东省其他非税收

入通用票据》票据 1 份（第二联）号

码为：CC28924215。现声明作废。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
法院公告
(2020)粤0605破59号之一

2020 年 11 月 2 日，本院根据广东佛
陶集团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佛山
华大陶瓷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
明，佛山华大陶瓷有限公司经过破产清
算，无财产可供分配。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百零
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二十条第一款之规
定，本院于 2021 年 3 月 2 日裁定宣告佛
山华大陶瓷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佛山
华大陶瓷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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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 思 梅 、秦 豫 0757-
83288756、18825420543

特此公告
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

二〇二一年三月三日

公 告
我单位于 2021 年 3 月 2 日 21 时 59

分许，在广州市沙仔村附近水域（22°
51′ 691″N，113° 32′ 025″E）查 获 一 艘

“三无”铁质机动船舶。该船舶无当事
人、无货物、无船名船号。

请上述船舶所有权人 6个月内到我
单位办理相关手续，逾期将依法处理。

联系人：杨警官
联系电话：02031561834

广州海警局番禺工作站
2021年 3月 8日

遗失声明
阳江市江城区骏鑫机械设备租赁服务
部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高州市石板镇靓贵化妆品店遗失国税
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纳税人识别号：
43072319761228121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高州市石板镇靓贵化妆品店遗失地税
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纳税人识别号：
43072319761228121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衡泽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遗失财
务专用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刘必友，男，于 2021 年 3 月 5 日遗失警
官证，编号:No00141825，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华设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
司遗失法人（顾承杰）私章一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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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锦洪广告：020-87566523、13622244208

本版信息由大众提供，
请需者谨慎选择！

彩票开奖公告栏 开奖时间：2021年3月9日 ●●●●●●●●●●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19210214元
184926963.69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1年5月8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七星彩 第21026期

奖级
中奖
注数

单注奖金
（元）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合计

0

3

35

1293

22818

782467

806616

中奖情况

本期开奖号码：

应派奖金合计
（元）

3 9 9 2 1 7 + 4

135487

3000

500

30

5

0

406461

105000

646500

684540

3912335

5754836

“南粤风采”36选7 第20210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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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68

224

4207

0

0

18312

34000

22400

42070

中奖情况

2289

500

100

10

36选7投注总金额：574774元
中奖基本号码：10 11 31 03 29 02 特别号码：17

好彩36投注总金额：563622元

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类别

好彩2
好彩3

投注额（元）

34602

529020

中奖注数

370

565

单注奖金（元）

47

468

累计奖金19753355元滚入下期一等奖。

好彩1 第2021058期

投注总金额：4244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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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龙 夏 东

数字

生肖

季节

方位

411742
6470
294
5974

4246
235
71
38

46
15
5
5

3D 第2021058期

本期投注总额：1889396元；本期中奖总额：886814元；
奖池资金余额：2902946元。

中奖号码 7 8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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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607
0

1451
67
15
1
8
0
0
0
6
49

1040
346
173
10
104
470
21
693
173
606
86
23

631280
0

251023
670
1560
470
168
0
0
0

516
1127

双色球 第2021024期

本期投注总额：360465214元；广东省投注额：43904480元；
奖池资金累计金额936474051元滚入下期一等奖；
兑奖时间：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红球区 蓝球区

06 04 10 11 18 01 02
奖级 全国中奖注数 本省中奖注数每注奖金（元）

5
139
1532
71981

1379701
7650897

3
20
214
9921

173296
988061

9223370
189899
3000
200
10
5

广东省体育彩票中心
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授权发布

排列3 9 7 2

排列5 9 7 2 1 4

直选
组选3
组选6

全国
销量
（元）

本省
销量
（元）

单注
奖金
（元）

30140372 1854542

全国
中奖
注数

本地
中奖
注数

6300
0

24848
0
0
0

排
列
3

组选3派奖

排列5
组选6派奖

14794808 33 100000

747
0

802
747
0
3

1040
346
173
460
54
37

中奖情况

直选加奖

15761754.88元奖金滚入下期排列3奖池。
356462408.54元奖金滚入下期排列5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1年5月8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排列3排列5 第2105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