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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晚好彩晚

记者从广州市福彩中心获
悉，在 3月 24日中国福利彩票
发行管理中心（下称“中福彩中
心”）公布的即开票“超给力”营
销视频和营销案例征集评选榜
单上，广州福彩报送的“超给
力”营销视频荣获一等奖。此
外，广州44012999站报送的营
销案例获三等奖。

去年，中福彩中心推出了
新款即开票“超给力”，并开展
了配套营销活动，向机构和
个人征集优秀营销视频和案
例。广州福彩精心组织、积
极筹备，选择以年轻人喜爱
的短视频形式，拍摄了一部
以“探店打卡、体验刮刮乐”
为主题的作品，在短视频平
台投放后收获了众多市民点
赞。该作品被中福彩中心评
为营销视频一等奖，是广东
省在此次征集活动中获得的
唯一最高奖项。位于天河区
超 级 文 和 友 店 的 44012999
站 ，通 过 主 题 展 示 、巡 游 销
售、互动营销等方式推广“超给
力”彩票，取得了不错宣传效
果，被评为营销案例三等奖。

据悉，这是广州福彩一年
内第二次获得中福彩中心颁发
的一等奖荣誉。去年 8 月，在
中福彩中心举办的营销创意系
列比赛活动中，广州福彩报送
的“购买双色球，汽车开回家”
活动荣获“地市级营销案例作
品一等奖”。

广州市福彩中心有关负责
人表示，近年来，广州福彩紧扣
高质量发展主题，坚持守正创
新，以切实履行社会公益责任
为核心，以营销活动和新游戏
上市为抓手，积极探索融媒体
传播，在营销形式和营销内容
上狠下功夫，推出了一系列精
彩营销案例和公益活动，公益
形象深入人心，努力实现营销
体验更有深度、福彩品牌更有
温度，有效促进了销量提升，社
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取得显著进
步。 （张爱丽 郭新庆）

自福彩新游戏“快乐8”在肇庆
上市销售以来，以玩法多样、奖级
丰富、中奖率高、趣味性强等特点，
受到我市彩友热爱和追捧，人气一
路攀升，大奖小奖更是遍地开花。
日前，位于肇庆市鼎湖区桂城新广
路9号44170509福彩投注站传来
了“快乐8”的大奖喜讯，幸运彩友
凭一张面值20元的自选10码“选九
复式”彩票，斩获奖金31.8万元。

中奖次日，中奖彩友来到肇庆
市福彩中心办理了兑奖手续。据
了解，此次“快乐8”的31.8万元大
奖，是由一对兄弟合伙中得，兄弟
俩中的大哥李先生说：“正在上小
学的女儿是大功臣，我照着她在
家胡乱写的10个数字来购彩，就
中得了31.8万元，回去一定要包个
大红包给女儿，感谢她带来的好
运。”兄弟俩都是福利彩票的忠实
粉丝，坚持购买福利彩票已好多
年时间了，平时在工作之余，他们
经常合资购买双色球、“快乐8”和

“刮刮乐”即开票。
购彩当日，李先生和弟弟来到

44170509福彩投注站，拿出之前

在家让女儿写下来的10个号码，他
们花了20元，合买了一张自选10码

“选九复式”彩票，这张“快乐8”彩
票，收获了1注“选九中九”，奖金30
万元，以及9注“选九中八”，奖金
18000元，累计中得奖金31.8万元。

兄弟两人表示，把买彩票当作
一项减压的娱乐，没想过能中大
奖，不管每次所花的购彩资金是
多还是少，所中的奖金是高还是
低，他们都能在购彩过程中体会
到默契和快乐。当问及中得大奖
后对奖金有什么规划时，兄弟俩
表示：“计划买一辆汽车作为家庭
的代步工具，剩下的奖金兄弟两
人分了，购彩的习惯不会改变，以
后会继续购买福利彩票，继续体
验彩票带来的乐趣，希望好运会
再次降临，让生活有更多期待和
惊喜。

福彩“快乐8”游戏不仅返奖率
高达58%，单注最高奖金可中500
万元，而且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
有奖，全不中还有奖的特色，大家
快来参与购彩吧。

（张爱丽 周萍华）

肇庆彩民喜中31.8万元大奖

转眼间，吴悦的生日到了，像
往年一样，吴忧都会准备小礼
物。今天，吴忧烘培了生日蛋糕
后，又送给吴悦两本书。

吴悦一看书名，愣住了，问：
“为什么送我《论持久战》和《福尔
摩斯探案集》？”吴忧说：“当然是
因为您和妈妈都喜欢买彩票的原
因呀。《论持久战》虽然讲的是抗
日战争的事，但是，坚持到底就是
胜利的理念是一样的。而《福尔
摩斯探案集》以推理著称，他的成
功在于正确的思维方法，您平时
如果养成多推理、多思考的习惯，
中奖概率肯定会更高一些。”

吴悦点头说：“多看书，确实
能更好地了解、认识彩票，从而理
智投资。”同时告诉吴忧：“爸妈买
彩票还有一个原因是彩票发行的
宗旨是‘扶老、助残、救孤、济
困’。”吴忧笑眯眯地点头，说：“我
知道呀，您和妈妈说过，如果中了

大奖，就将奖金捐给贫困山区。”
李好突然惊呼一声：“忘记看

昨天彩票开奖情况了。”赶紧打开
手机搜索中奖情况，然后就惊跳起
来，对吴悦说：“快，掐掐我，看我是
不是做梦？”吴悦没掐李好，而是拿
起李好的手机看，瞬即哈哈大笑：

“天啊，一等奖，500万元啊，可以
帮助贫困山区好多孩子上学了。”

一家人欢天喜地，欢快的笑
声从窗口飘出，洒向窗外明媚的
春光…… （熊燕）

彩
民
故
事

是不是做梦？
插图 采采 下

广州福彩
又获奖了
“超给力”营销

视频获一等奖

彩民可在5月 10日前提交参赛作品穗福彩征集
“刮刮乐”手工艺品

羊城晚报记者 张爱丽
通讯员 郭新庆
插图 采采

今日吉时：巳时、
申时、戌时

今 日 吉 数 ：02、
16、26

今日吉肖：虎、兔、
蛇、猴、狗、猪

（米粒）

敬敬今日吉字：

为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表达对党的感

恩之情和美好祝福，根据中福

彩中心和广东省福彩中心工

作安排，广州市福彩中心日前

启动了2021年“
刮刮乐”即开

票手工艺品大赛。活动面向

个人或团体征集优秀“刮刮

乐”即开型彩票手工艺品，5月

10日前提交作品即可参赛。

金
手
指

36 选 7：14、15、20、26、
30、32、36。

26选5：12、18、21、24、26。

双色球：11、14、19、23、
24、28、30后区：02、04、09。

福彩3D：03、07、09。（米粒）

大号热出 偶数强势
——析福彩玩法走势

以征集平面作品为主

据了解，本次活动的主题
是“献礼百年辉煌，添彩幸福
生活”，旨在隆重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 100 周年，表达对党
的感恩之情和美好祝愿，同时
也为了丰富广大彩民和福彩
从业人员的文化生活，倡导公
益环保理念。

与往年相比，本次活动的
参与面依旧很广，不管是福彩
从业者还是社会个人或团体，
只要有一双灵巧的手和丰富
的想象力，均可报名参加创作
大赛，赢取丰厚奖金。在作品
征集方面，本次活动将征集使
用即开型福利彩票拼接的平
面和立体手工艺品，并以平面
作品为主。参赛者须以中国
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为主题开
展创作，作品要求展现建党百

年以来取得的重要发展成就
和辉煌时刻，主题鲜明、内容
积极、富有创新、寓意深刻。
参赛团体或个人选送作品建
议不超过3件。平面作品的最
大 尺 寸 须 控 制 在 100cm ×
180cm之内（尺寸超标不予参
赛），作品底板材质为纸板或
其他较轻的硬度板，可粘贴或
悬挂于展架或墙面（建议镶嵌
成 镜 框 ），厚 度 不 得 超 过
10cm；立体拼接作品最大尺
寸须控制在 60cm×60cm×
60cm之内。

为更好呈现作品特色，本
次大赛要求参赛者拍摄作品
过程视频（不低于 20 秒）和提
供成品高清照片两三张，且要
保证作品完整无损、牢固性
强、便于运输。

截止时间为5月10日

根据工作安排，本次活动
共分为作品征集、市级评选、
全省大赛、全国决赛四个阶
段。目前活动正处于作品征
集阶段，参赛者须在5月10日
18 时前将作品实物送至广州
市福彩中心，填写报名表，并
提交制作视频和作品照片。
市福彩中心将对参赛作品进
行初审，选出入围奖作品。

在市级评选阶段，市福彩
中心将成立专业评审小组对入
围作品进行评选，并评出优秀
作品。评选标准方面，评审小
组将根据作品的主题寓意、造
型创意、制作工艺等标准对入
围作品进行打分，并按得分从
高到低选出一、二、三等奖和优
秀奖。其中设一等奖 3名，每
名可获奖金4000元；设二等奖

6名，每名可获奖金2000元；设
三等奖 9 名，每名可获奖金
1000元；设优秀奖12名，每名
可获奖金800元。经专业评审
小组评选出的优秀作品将有机
会被送选参加全省大赛，且有
望角逐全国总决赛。

为鼓励市民的参赛热情
和积极性，市福彩中心还增加
了特别奖项“荣耀奖”：凡作品
代表广州市参加省级比赛、全
国比赛并获奖的，除获得省福
彩、中福彩中心相应等级的奖
金外，还可获得“荣耀奖”，且

“荣耀奖”与优秀奖、一至三等
奖兼中兼得。其中在省级比
赛中获奖的作品“荣耀奖”奖
金为 1000 元；在国家比赛中
获奖的作品“荣耀奖”奖金为
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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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4月7日 ●●●●●●●●●●

“南粤风采”36选7 第2021087期

36选7投注总金额：611460元
中奖基本号码：22 30 05 25 12 10 特别号码：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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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154

273

5164

0

28735

14364

77000

27300

51640

中奖情况

好彩36投注总金额：560906元
类别

好彩2

好彩3

投注额（元）

34700

526206

中奖注数

439

740

单注奖金（元）

40

355

累计奖金23894855元滚入下期一等奖。

28735

2394

500

100

10

好彩1 第2021087期

投注总金额：444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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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9822

27922

5672

10832

4979

491

877

2368

46

15

5

5

01 鼠 春 东

3D 第2021087期

中奖号码 9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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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341
0

592
92
13
0
1
0
0
0
4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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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4640
0

102416
920
1352
0
21
0
0
0

344
615

本期投注总额：1946056元；本期中奖总额：460308元；
奖池资金余额：3686243元。

超级大乐透 第21038期

全国销售量(超级大乐透)：279043760元

915135531.74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1年6月7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一等奖

二等奖

本期中奖情况

前区号码

20 09 29 11 32 01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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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12

199

69

409

1199

24958

28590

55613

850882

7658403

基本

追加

6113204

4890563

51254

41003

10000

3000

300

200

100

15

5

基本

追加

103924468

58686756

10199546

2829207

4090000

3597000

7487400

5718000

5561300

12763230

38292015

253148922

13025314.28元奖金滚入下期排列3奖池。
346922413.68元奖金滚入下期排列5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1年6月7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排列3排列5 第21087期

排列3 8 6 6

排列5 8 6 6 6 4

直选

组选3

组选6

全国销量
（元）

本省销量
（元）

单注
奖金
（元）

29393694 1333612

中奖情况

全国
中奖
注数

4817

7771

0

26

本省
中奖
注数

339

302

0

1040

346

173

100000

排
列
3

排列5 145169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