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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5日晚，湛江体彩中心传
来喜讯。廉江市一名彩友喜擒第
21103 期 7星彩 2注一等奖，共揽
奖金 1000万元。当期开奖，还诞
生了 7星彩派奖活动以来的首个
千万元单注封顶头奖，被陕西购
彩者收入囊中。

首个单注封顶头奖

体彩7星彩第21103期开奖，
前区开出号码“5、5、6、9、9、8”，
后区开出号码“3”。当期 7 星彩
全国销量为 3229 万元，为国家筹
集彩票公益金1194万元。

当期 7 星彩共开出 3 注一等
奖，其中 1注花落陕西省渭南市，
中奖彩票为一张 10 元单式机选
票，根据 7星彩派奖活动规则，单
票投注金额10元及以上即可参与
活动，因此这位中奖幸运儿独揽了
当期派奖奖金500万元，单注收获
奖金 1000 万元。这注 1000 万元
一等奖，也是7星彩派奖期间首次
中出的单注封顶大奖。

此外，广东省湛江市中出的
一注 2倍投一等奖由于中奖彩票
未满 10元，单票擒奖 1000 万元，
与派奖奖金擦肩而过。

廉江彩友运气爆棚

“又是廉江！廉江购彩者好
运气！廉江真是公益彩票购彩者
的中奖福地、中奖旺地。”中奖信
息传来，群众议论纷纷。

记者从广东省体彩中心了解
到，此次湛江市中出的千万大奖

来自廉江市一位彩友。该幸运儿
以 4 元的投注金额喜擒当期 7 星
彩 2 注一等奖，共揽奖金 1000 万
元，为当地贡献个人偶然所得税
200万元。

9月6日下午16时，中奖者葛
先生（化名）在女朋友的陪同下，
火速现身湛江体彩中心兑取了大
奖。从中奖到兑奖，时隔不到 19
小时，延续了湛江中奖者火速兑
奖的习惯。30岁左右的葛先生，
最喜欢投注 7星彩，以自选、组合
号码等投注方式为主，偶尔也会
机选。不论哪种投注方式，他都
有一个习惯——倍投。

开奖当天，葛先生已经购买
了几注7星彩，吃完晚饭后和女朋
友外出散步，路经廉江市同济南
路 4407007117 体彩实体店时又
顺手倍投1注7星彩。想不到，这
简单的举动，中出了千万大奖。

谈及7星彩派送惊喜活动，葛
先生表示多少感到有点遗憾，因
为中奖彩票单票未满 10元，与派
奖奖金擦肩而过。

此外，廉江已多次中出体彩
大奖。2019年廉江城区体彩实体
店中出2注大乐透一等奖，分别是
1000万元和1065万元；2021年 4
月7日，廉江市中出体彩大乐透一
等奖1100万元。

目前，7星彩派奖仍在火爆进
行中，单票投注金额10元及以上的
7 星彩彩票即可参与本次派奖活
动，多期票按期参与（单期不低于
10 元）。本次派奖资金5000万元，
自7星彩第21099 期（2021 年 8 月
27日开奖）开始，预计持续10期。

大乐透：前区：大号热出，大小比关注3：2
防 4：1。和值上升，关注95—125之间。偶数
强势，关注奇偶比2：3防 1：4。012路关注2：
1：2。连号淡出，关注散号。后区首防双大、
双偶组合，次防一大一小、双奇组合。

7 星 彩 ：307—214—501—912—865—
957+2、5、7。

排列3：精选号码三注：309、012、953。
排列 5：精选号码三注：87366、57419、

66921。 （福娃）

9月 3日，诸先生（化名）来到
浙江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领取

“排列 5”第 21234 期一等奖 400
万元。

诸先生说之前曾经来过这
里，但都是小奖，事不过三，希望
第三次来的时候是领千万大奖。

平时体彩的各类玩法诸先生

都是有买的，一周投入几百元。
“现在有‘集五符，送电脑’活动，
还有 7 星彩的活动，能获得华为
笔记本电脑各种奖品，挺吸引人
的，所以投入比较多。至于我中
奖的这张排列 5 彩票，主要是守
号为主。”诸先生透露，这注号码
已经守了很久，票面仅有 1 注号

码、倍投 40倍，号码都是家里人
的生日号组成的。

对于奖金用途，诸先生表示
将全部用于改善家人的生活。

“我们家平时生活质量也是还可
以的，所以有了这笔钱，应该能
生活得更幸福了。”

（福娃）

老王怎么也没想到，自
己竟然也有走狗屎运的一
天。那天，是老张拉着他去
的彩票站，还硬要他去买张
彩票。彩票站的老板还调侃
他：“买吧，万一中大奖呢！”
可是，没想到的是，就这一张
彩票，真的让他从穷光蛋变
成了暴发户。

有了钱的老王有点找不
到东南西北了。西装革履、
山珍海味、女人、车子等，一
股脑地成了他的私有财产。
老张也来打秋风，老王没让
他白来，出手就是一万。老
张喜滋滋地走了，还在外面
一再夸奖老王：“人义气，够
意思！”

老王以前过惯了吃喝玩
乐的日子，没人说，没人管
的。这突然有女人管着，还真
受不了。女人隔三差五地生
气，不是要吃，就是要穿。最
后老王实在受不了了，跟她打
了起来。夜里，女人趁着天
黑，卷了老王的一部分钱跑

了。老王后悔啊，当初高兴过
了头，看上个女人就稀里糊涂
领回了家。现在想想，连她的
底细都不清楚，人跑了，也只
能认倒霉，吃个哑巴亏。

车买了好久了，可是老
王也不会开，他本来想学，可
是人胆小，也没学下来，索性
就放弃了。车搁着也是搁
着，后来怕坏了，就送了个人
情，给家里的兄弟开了。老
王突然觉得，自己走了狗屎
运后，生活不但没啥改观，还
越来越没意思了。这个时
候，他就又去找老张。

（蓝雪冰儿）

9 月 1 日，超级大乐透第
21101期前区开出号码“13、18、
19、27、32”，后区开出号码“06、
11”。当期全国销量为 2.81 亿
元，为国家筹集彩票公益金1.01
亿元。

当期全国共开出 6 注一等
奖，其中 1 注为 1741 万元（含
774 万元追加奖金）追加投注一
等奖，落于四川成都；5注为967
万元基本投注一等奖，落于广东
汕头、上海宝山区、安徽六安、河
南濮阳和重庆万州区。

花落广东汕头的一等奖，出
自龙祥街道夏桂埔浦江路 3 号

之三，4404030205体彩实体店，
中奖的彩票是一张 10元 5注单
式票，该中奖彩票投注的第5注
号码与本期开奖号码完全一致。

对比可见，由于采用了追
加投注，当期来自四川成都的
中奖者在单注一等奖方面多拿
了 774 万元追加奖金，从而使
得单注一等奖总奖金达到1741
万元。

据了解，追加投注是大乐透
独有的投注方式，在2元基本投注
的基础上，多花1元进行追加投
注，可多得80%的浮动奖奖金。

（吴珊 粤体彩）

追加投注是大乐透独有的
投注方式，在 2 元基本投注的
基础上，多花 1 元进行追加投
注，如果中得浮动奖，便可多得
80%的浮动奖奖金。近期，清
远、韶关、湛江三市 5 位购彩者
便使用了追加投注功能收获了
大奖。

清远：三好友同期揽大奖

8月 30日，超级大乐透第
21100期前区开出号码“07、11、
23、26、28”，后区开出号码“02、
07”。当期二等奖开出96注，每
注奖金11.08万元；其中41注采
用追加投注，每注多得奖金8.86
万元。追加后，二等奖单注总奖
金19.94万元。

清远、韶关共中出4注追加
二等奖，其中3注追加投注二等
奖被清远三位购彩者中得，1注
追加二等奖被韶关购彩者收
获。中奖者均收获了19.94万元
奖金，各自为当地贡献个人偶然
所得税3.99万元。

值得一提的是，清远的3注
追加投注二等奖均出自清城区
4416030246 实体店，且均为 5
注号码一样的追加票中得。据
悉，清远的三位中奖者是好朋

友，8月 30晚，其中两位朋友相
约到林先生（化名）家中吃饭，
席间聊起体育彩票，林先生说，
当天是大乐透开奖日，自己已
经买了 1 张大乐透彩票。两位
朋友开玩笑地说，那他们也按
照林先生的号码买 1 张，要中
大家一起中。于是，就出现了
清远当期三位老友齐齐中得 1
注追加二等奖的美事。

湛江：随手购彩喜得大奖

大乐透第21081期开奖，湛
江市开发区4407030900体彩实
体店中出 2 注大乐透追加二等
奖及若干小奖，奖金高达68.9万
元，为湛江贡献税收13.3万元。

购彩者郭先生（化名）表示，
自己经常购买体彩大乐透，下班
要是经过体彩实体店，就会进去
买一张大乐透彩票。开奖当天，
他一如既往地到体彩实体店买
了一张复式追加票，当晚“幸运
之神”降临，郭先生的彩票中出
68.9万元大奖。

开奖次日，郭先生火速到
湛江体彩中心领取幸运奖金。
他表示，以后还会继续购买体
彩大乐透，为体彩公益事业贡
献力量。

近日，一位来自沈阳的90后
小伙，凭借一张15元投注的单式
追加票，收获大乐透1800万元封
顶奖。大奖得主表示，自己虽然
爱好买彩票，但只是偶尔有时间
才买上几注，能中大奖是命中注
定的缘分。

8月 14 日是七夕情人节，当
天开奖的体彩大乐透第 21093
期，沈阳的王先生（化名）凭借一
张 15 元 5 注单式追加票命中大
乐透一等奖，单票擒奖 1800 万
元。8月 17日下午，王先生与家
人一同现身辽宁省体育彩票发行
中心，领走了大奖。

据了解，王先生是位 90 后，
有着多年的购彩经历，平时除了
工作，唯一的爱好就是买彩票，
但他并不是期期都买，只是偶尔
有时间就会到家附近的体彩店
买上几注大乐透。8 月 14 日当
天是情人节，王先生跟家人一起
出去玩，下午 2 时多回家时刚好
路过体彩店，就进去买了 5 注号
码，其中 2 注是自己守号多年的
号码，另外 3 注是机选的号码，
并选择了追加，此次中奖的号码

就是机选号。
王先生表示：“我买彩票没什

么技巧，要么就是拿生日当做号
码，要么就是机选，但我一直都
有追加的习惯，这次中了一等
奖，我也感到特别的惊喜，也很
庆幸自己因为追加多得了 800
万元奖金。”

王先生是在手机上查看开奖
结果得知自己中奖的，他第一时
间就打电话告诉了妻子，妻子得
知后也特别激动。经过两天的沉
淀，王先生表示目前已经放平心
态，今后还是会回归正常的生活。

王先生表示，自己购彩这么
多年，一直都是理性购彩，基本每
次只会买个10多元钱的彩票，从
不大额投注，自己买彩票纯属为
了娱乐，从没想过这么大的大奖
能砸中自己，这也许就是命中注
定的缘分吧。

对于奖金的规划，王先生笑
着说：“目前我们夫妻二人没有什
么太大的压力，也没有什么用钱
的地方，所以暂时会把这奖金存
起来，今后我会继续支持中国体
育彩票的公益事业。” （福娃）

8月29日，足彩胜负彩14场第
21098期开奖。全国共开出一等
奖6注，单注奖金高达232万元。
顺德球迷孔先生（化名）幸运地揽
获其中1注一等奖，还中得了13注
二等奖，单票总奖金高达241万
元，为顺德贡献税收46万元。

开奖次日，孔先生到顺德体
彩中心兑奖。中奖彩票是在8月

28日晚上购买的，出自位于顺德
大良红英路 25 号的 4422030209
体彩实体店。

孔先生分享了此次中奖经验
和中奖技巧：“我平常对足球赛事
比较关注，对球队的信息有一些
了解，一般会在查看和分析一些
资料后再决定如何投注”。

兑奖手续办妥后，孔先生由

衷地说，足球彩票是对自己智力
和知识水平的挑战，给生活带来
了不少乐趣，也能奉献爱心。除
了靠一定的知识储备，还要有一
点运气，才有可能中得大奖。至
于奖金如何安排，孔先生表示还
没想好，但还会正常上班，会继续
支持体育彩票。

（吴珊 粤体彩）

广东体彩网点征召平台

4元中了1000万！
湛江彩友喜揽7星彩大奖

当期还诞生了派奖活动以来的首个单注封顶头奖
文/羊城晚报记者 吴珊
通讯员 粤体彩
插图 采采

大号热出 和值上升
——析体彩玩法走势

大乐透追加投注奖金加码！
广东三地幸运儿喜获二等奖

大乐透头奖花落汕头
幸运儿擒获967万

90后小伙随手购
捧回1800万大奖

顺德球迷交好运！喜擒足彩241万大奖

家人生日号带来好运 幸运儿擒“排列5”400万

为庆祝 7 星彩 5000 万元派
奖这一盛事，广东体彩同步开
展了 7 星彩 450 万元大赠票活
动。这一活动受到广大购彩者
的热烈欢迎，仅仅过去了 6 期，
赠票资金已提前用完，真的是
太太太火爆了！

按照活动规则，由于赠票
资金提前用完，活动在 7 星彩
已在第 21104 期（9 月 7 日晚开
奖）止售后结束。

虽然赠票活动结束了，但
全国 5000 万元派奖仍在火热进
行中。派奖规则简单明了，单

票单期 10 元即可参与。固定奖
派奖 3000 万元，单注奖金可多
领 50% ；二 等 奖 共 派 送 500 万
元，除最后一期外单注奖金可
翻倍；一等奖共派送 1500 万元，
单注奖金可达 1000 万元！

（吴珊 粤体彩）

太火爆！广东450万元赠票活动提前结束相关链接

排列3排列5 第21242期

16058191.68元奖金滚入下期排列3奖池。
373268084.46元奖金滚入下期排列5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1年11月8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排列3 9 7 3

排列5 9 7 3 1 3

直选

组选3

组选6

全国销量
（元）

本省销量
（元）

单注
奖金
（元）

28928930 1435390

中奖情况

全国
中奖
注数

9769

0

30064

32

本省
中奖
注数

510

0

1298

1040

346

173

100000

排
列
3

排列5 14605848

双色球 第2021103期

本期投注总额：369736978元；广东省投注额：44280374元
奖池资金累计金额6646171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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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30 13 10 15 25 15
奖级 全国中奖注数 本省中奖注数每注奖金（元）

2
122
1121
63371

1254029
7692762

1
4

126
7632

145422
928855

10000000
233872
3000
200
10

5

彩票开奖公告栏 开奖时间：2021年9月9日 ●●●●●●●●●●

好彩1 第2021242期

投注总金额：5372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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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狗 秋 西

数字

生肖

季节

方位

512668
17130
1244
6244

7708
3045
336
2514

46
15
5
5

3D 第2021242期

中奖号码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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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532
0

1814
213
57
0
4
0
0
1
9

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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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3280
0

313822
2130
5928
0
84
0
0

606
774
6120

本期投注总额：2310124元；本期中奖总额：882744元；
奖池资金余额：9035069元。

“南粤风采”36选7 第2021242期

36选7投注总金额：353462元
中奖基本号码：28 08 24 26 04 36 特别号码：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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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67

82

2508

0

21282

10640

33500

8200

25080

中奖情况

累计奖金3242058元滚入下期一等奖。

好彩36投注总金额：535146元
类别

好彩2

好彩3

投注额（元）

35512

499634

中奖注数

429

498

单注奖金（元）

41

501

7094

5320

5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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