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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号热出
奇数强势

——析福彩玩法走势

母亲
借钱
插图 采采

9 月 29 日，福彩 3D游戏第
2021262 期开奖，开出号码 5、
4、8。惠州惠城区、博罗两地同
时爆出 200 元单选 100 倍中奖
14万元的喜讯。

惠州市博罗县一名“技术
型”彩民凭借一张 200 元单选
100倍复式投注彩票，收获奖金
14 万元。由于福彩 3D 游戏正
在进行 2000 万元大派奖，单选
奖金由原来的 1040 元加奖至
1400 元，比派奖前多得奖金
36000 元。中奖彩票出自博罗

县城北门路117号第 44080456
号福彩投注站。

售出该张中奖票的网点业
主黄金红兴奋地说：“这位中奖
彩民购彩十几年，是福彩的老
朋友，也是店里的常客。福彩
的好几个票种他都在玩，他非
常喜欢研究彩票玩法，是位技
术型彩民。因为派奖，这位彩
民比平时选号更仔细了，这次
中奖的号码，他当时在店里琢
磨了很久，最终选定的号码也
如愿全中了，真替他高兴。”

广东福彩3D奖销两旺
派奖6期多送奖金376万元

羊城晚报记者 张爱丽 通讯员 莫冠婷 李娜 插图 采采

而在 20多公里以外的惠
州市惠城区下埔横江四路裕
华楼 105 号第 44080769 福彩
投注站，一位“3D 铁粉”彩民
同样在派奖首日中出 200 元
单选100倍14万元。

据网点销售员黄小姐介
绍，这位中奖彩民年约30岁，
在她的网点购彩有七八年时
间，“这么多年里，他只买 3D

这一款游戏，是名副其实的
3D 忠实粉丝。中奖的‘548’
这 3个号码，他已经追了半个
月。之前有介绍其他票种给
他玩，不过这位彩民只喜欢
玩 3D，具体原因没说，可能
是个人习惯和爱好吧！最近
因为有了派奖活动，这位彩
民增加了倍数，这么幸运就
全中了！”

36选7：01、04、12、17、
21、23、31。

双色球：07、11、16、17、
23、30 后区：01、06、09。

福彩3D：03、05、09。
（米粒）

林楠笑了：“妈，我开彩票
店一天能挣多少钱，还真没算
过。”“你大概说个数。”母亲追
问着。林楠见母亲追问，就
说：“一天怎么着也能挣个两
三百元吧。”母亲说：“到底两
百还是三百？”林楠说：“三百
左右吧！”母亲笑了：“挣得还
真不少，比我年轻时挣得多，
难怪你每次给妈那么多钱。”

见母亲笑了 ，林楠问 ：
“妈，你问这些干啥？”母亲面
露难色：“妈明天想问你借点
钱。”林楠忙问：“妈，你要多
少？”但母亲吞吐着半天没说
借多少。见母亲犹豫的样子，
林楠心想，难道有什么不好开
口的目的？想到这，林楠拿起
提包，拉开拉链从里面取出一
张银行卡递给母亲：“这卡里
面的钱，你随便用。”

母亲接过银行卡，看了半
天又还给林楠说：“这卡里的

钱，有 300 元算妈给你的，等
妈以后有了钱再还你。”林楠
疑惑地问：“妈，你这是干啥，
借我的钱为啥再给我？”母亲
说：“楠，妈借你 300 元，是想
买你一天时间，让你明天留下
来，妈炖只自己养的土鸡给你
和尧尧吃。”

听了母亲的话，林楠眼泪
潸然而下。 （汪小弟）

展示发展历程，弘扬福彩文
化，践行公益初心。日前，广州市
首个福彩文化主题展厅正式投入
使用，向社会免费开放。

展厅位于南沙自贸区金隆路
福彩综合销售厅内，是广州市福
彩中心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加
强福彩文化建设、推动福利彩票
高质量发展的又一举措，展厅共
设“新时代新福彩”“历史大事
件”“实物展示”“互动购彩”四个
展区，重点展示了广州福彩发展
历程和福彩文化。

展厅通过四个展区内的展墙
图文资料和旧彩票、投注机等实
物，详细展示了广州市福利彩票
发行销售30余年的发展成绩，以
及福彩公益金项目在支持社会建
设、改善民生福利等方面取得的
成果。“新时代新福彩”展区由前
言、党建引领、创新营销、使命担
当等内容组成，翔实展示了广州
福彩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从无到
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详细科
普了彩票资金构成、分配比例以
及公益金用途等知识。同时，该
区域还设有可互动的多媒体屏，
市民可通过屏幕查询到广州福彩
开展的各类公益活动，以及福彩
公益金资助的优秀项目等详细资
料。“历史大事件”展区罗列了广
州福彩自成立至今的重大事件。
1987 年 7月发行销售以来，广州
市共销售福利彩票达 485 亿元，
筹集福利彩票公益金逾 146 亿
元，代缴代扣个人所得税超12亿

元，为支持社会发展、保障和改善
民生福利作出了积极贡献。“实物
展示”展区以展柜形式摆放了新
中国第一套有奖募捐奖券（仿
制），以及“羊城八景”等广东省、
广州市早期发行销售的各类经典
票种。“互动购彩”区域设有福彩
游戏介绍互动屏及多台自助购彩
机，参观者可在此体验购彩和中
奖乐趣。

据悉，展厅内还特别设置了
党史学习教育多媒体互动屏，收
录了《敢教日月换新天》专题片等
党史学习内容，是公众了解中国
共产党百年历程、接受红色教育
的一扇新“窗口”。

广州市福彩中心有关负责人
表示，建设福彩文化主题展厅是
该中心推动销售厅转型和综合利
用、丰富市民购彩体验的重要举
措，也旨在打造弘扬“公益、慈
善、健康、快乐、创新”福彩文化
的宣传阵地，希望通过这一方式
向公众进一步科普福彩文化、传
递福彩精神，展示福利彩票社会
责任和公益成果，以吸引更多人
关注福彩、了解福彩、支持福彩。

（张爱丽 郭新庆）

佛山市顺德区容桂镇又中出大奖啦！
继今年1月4日中出“快乐8”535万元、6月
18日中出“快乐 8”1000 万元后，10月 5日
晚，顺德区容桂镇又中出了双色球647万元
大奖！截至目前，佛山市顺德区容桂镇已
经收获了三个超级大奖，可以说是好运来
了，挡都挡不住。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第 2021113 期开
奖号码为 04、07、10、22、27、30，特别号码
为 02，单注奖金 6380290 元，二等奖 231注
中，单注奖金89629元。

经检索数据所得，广东省中出1注一等
奖，落在顺德区容桂镇桂容大站，站点编号
44131063。该彩票是 10月 5日 18 时 52 分
购买的一张 420元 10+1自选复式彩票，中
得1注一等奖，24注三等奖及185注其他小
奖，中奖总金额为6471165元。

位于佛山市顺德区容桂环塘路14号的
第 44131063 号福彩投注站，已经开站营业
22年有余。由于地处热闹的街市边上，一
直人气旺盛，大奖也频频光临。站主陈小
姐说：“我们站点中出过‘26选 5’一等奖还
有双色球二等奖，但这次是站点第一次中
出双色球一等奖，感到非常惊喜。”

据站主陈小姐透露，中奖彩民今年 50

多岁，是位老彩民，有着将近10年的购彩经
验，也是投注站的熟客。“在投注方式上，他
一般以‘9+1’为主，从上两期开始守特别号
码02，中过1000多元。可能是感觉到自己
最近会中奖，这几期他开始以‘10+1’投
注。”站主笑着说，“10月 5日傍晚，他还犹
豫着要不要投注，后来我问他是不是买双
色球，他就再继续守02这个号码。”

到了双色球开奖时间，站主陈小姐打开
手机查看开奖号码，当她看到特别号码是
02，她赶紧开始核对老彩民投注的号码，结
果一个个都能对上。她反复看了几次，也
向佛山市顺德区福彩中心的工作人员致电
确认，这才相信那位老彩民中了大奖！站
主陈小姐说：“我当时特别兴奋，想起彩民
是委托购彩，彩票放在店里了，急忙回到店
里拿，并且打电话给彩民，让他来取走彩
票。”

佛山市顺德区福彩中心市场部部长何
以梁说：“这个大奖是顺德区福彩电脑票本
年度第六次中出大奖，也是容桂中出的第
三个大奖。第四季度将是销售和中奖的旺
季，希望广大彩民继续支持福利彩票，为国
家的慈善事业注入新的活力。”

（张爱丽 何洁兴）

9月 30日晚，双色球第2021112期开奖，开
奖号码为红球：05、06、21、25、28、33，蓝球：
07。当期，全国共开出22注一等奖，单注奖金
为539万元。广东省中出3注一等奖，其中1注
花落中山，出自位于中山市火炬开发区凯茵新
城淘金街 21 号的 44110558 号福彩投注站，这
是中山彩民今年中出的第十个500万元以上福
彩大奖！

10月 8日下午，大奖得主苏先生独自来到
中山市福彩中心办理验票兑奖手续。据了解，
苏先生来自河南，今年 30岁出头，来到中山工
作五六年了，目前在开发区的一家机电公司工
作。苏先生还透露，他买彩票有两三年了，基本
每期双色球都会买上几百元碰碰运气，通常都
是机选号码，偶尔也会自选几个号，但他感觉自
选号码中奖率还不如机选高。

不过这次苏先生的自选号码总算一击即中
了。苏先生说：“9月 30日那晚，我去到投注站
买双色球彩票，在机选几张彩票时让销售员把
蓝球统一修改成‘07’，毕竟‘07’已经有 30 多
期没开过了，我也买了好几个星期，该出来一次
了。”当晚双色球开奖后，苏先生通过手机核对
开奖号码后发现，他购买的其中一张 168 元

“9+1”复式彩票中得了头奖，连同其他奖项合
计总奖金545万元！

谈到中奖后的打算，苏先生表示暂时没有
具体计划，因为家庭情况比较富裕，他在中山早
就有房有车，也没有想着这次中了大奖后就加
大花销，所以这笔奖金他准备先存起来，等以后
再作打算。 （张爱丽 黄英杰）

揭阳彩民又中大奖啦！这位
中奖彩民超幸运，70元 5注机选
票就中得奖金24万元，这好运气
真是羡煞旁人呀！

9 月 30 日 ，双 色 球 第
2021112 期开奖。当期的开奖号
码为：红球 05、06、21、25、28、
33；蓝球号码07。揭阳市一女彩
民揽获5注，总奖金24万余元。

10 月 8 日上午，国庆假期后
的第一天，大奖得主——胡女士
现身揭阳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心情非常激动，领取了大奖奖金。

胡女士说：“自己平日不常购
彩，偶尔买几注双色球，一般都是
采取机选，买的金额也不多。”她
认为这样玩彩既轻松又随意，不

会特意去自选号码，也不会特别
期待中奖，买彩票只当是献爱心，
重在参与，中不中奖还在其次。

当问及她打算如何规划这笔
奖金，胡女士说对于奖金的用途，
暂时没有想好，今后会继续经营好
自己的生意，经过了这两年的疫
情，感悟很多，觉得好好过日子，活
在当下就很满足。以后还会继续
买双色球，毕竟买彩票就是参与公
益，奉献自己的爱心，是很光荣的。

一张彩票金额不多，但却能
为公益事业贡献一点爱心，又能
为生活增添点乐趣，何乐而不
为？广大市民快快参与到公益事
业当中，享受不一样的乐趣吧！

（张爱丽 姚小草）

广州福彩文化主题展厅正式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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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阳女彩民喜中双色球5注二等奖

顺德容桂彩民斩获647万元大奖 中山彩民击中
545万元大奖

近日，广东福彩为彩民朋友奉送的金秋大礼
——3D游戏2000万元大派奖活动，受到彩民朋
友们的热捧，彩民朋友们也从派奖活动中获得丰
厚回报，3D大奖频现。就在9月29日派奖活动
首日，惠州连爆两个200元单选100倍中奖14万
元的开门红喜讯！

广东福彩 3D 游戏 2000 万
元大派奖自 9 月 29 日启动，是
3D游戏在广东上市以来金额最
高、规模最大的一次派奖活动，
活动期间，3D 游戏单选每注最
高奖金达1400元。

据统计，福彩 3D 游戏第
2021262 期（9 月 29 日）至 第
2021267 期（10 月 8 日），6 期共
送出派奖奖金376万多元，平均
每期派奖近 63 万元；派奖期间
带动筹集福彩公益金750万元。

筹集福彩公益金750万元

惠州连爆两个单选100倍

中奖彩民只喜欢玩3D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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猴、狗、猪
（米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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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子洋通道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狮子洋通道工程。项目地点：广东省广州

市南沙区大岗镇、东涌镇及黄阁镇，东莞市沙田镇、虎门镇。建设内容：狮子洋通
道工程呈东西走向，建设内容包括主体工程、其他还建工程及标志标线等附属工
程。主体工程分上下两层，上层起点与广中江高速顺接，终点与常虎高速对接，
全长 35.089km，采用双向八车道高速公路标准，设计速度 100 km/h；下层起于黄阁
镇连溪大道，终点与规划白沙南路对接，全长 15.362km，采用双向六/八车道高速
公路标准，设计速度 100 km/h。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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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网络链接：https://pan.baidu.com/s/16mQl0dq43w_Hc1qPByYS4Q 提取码：
1234。（2）纸质报告书：于工作日办公时间前往黄阁镇综治办、东莞市生态环境局
沙田分局审批股查阅。

三、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意
见。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网络链接：https://pan.baidu.com/s/16mQl0dq43w_Hc1qPByYS4Q 提取码：1234。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通过建设单位提供的联系方式，
在规定时间内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等提交建设单位，反映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有关的意见和建议。建设单位：广东湾区交通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广
州市越秀区五羊新城广场 7楼， 邮编：510030 联系方式：郑工 邮箱 szygjtd@
163.com 电话 020-87378511 。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示起，不少于 10个工作日。

广州市物资拍卖行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海关委托，本公司定于 2021年 10月 22日上午 10时至 2021年 10月 23日上

午 10 时止（延时除外）在京东网络拍卖平台（http://haiguan.jd.com）在线公开按现
状拍卖下列标的：

珍珠等一批；保证金：158万元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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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知识产权

货物）。上述标的不作真伪及品质担保。上述标的不做市场流通保证，如需进入
市场流通环节，请买受人自行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办理市场流通环节所需手续和
相关证照及中文标签。

2、拍卖标的以货物、物品的现状为准，标的所列的品名、标注、品牌、规格、型
号、清单、单据等仅供参考，以现场展示为准，标的清单或单据所列品名、标注、品
牌、规格、型号等，不作为提货依据。竞买人须在拍卖行展示标的期间到拍卖标的
存放地仔细查看标的，充分了解掌握标的的现状。如不前往现场查看而参加竞
买，视为已对拍卖标的充分了解，并愿承担相关责任，海关和拍卖人不承担瑕疵担
保和其它相关责任。标的物为散装，移交时发生包装、搬运费用由买受人负责。

有意向竞买人须在京东注册账号并通过实名认证（已注册京东账号的通过
实名认证即可），在线支付竞买保证金，具体要求请阅读竞价页面内的《竞买须
知》及京东网络拍卖平台的告知海关拍卖流程（拍卖前必看）的相关准则。

标的展示时间：2021年 10月 18、19日（请看货人必须提前 24小时联系拍卖行
预约，务必提供姓名及身份证号码备案）。展示地点：广州市石牌西路 38-40号海
迅仓库。拍卖行联系人：邹生；联系电话：020-83190433，18819132400；拍卖机构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起义路 175号三楼，微信公众号：广州市物资拍卖行。

广州海关网址及监督电话：guangzhou.customs.gov.cn、020-81102652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与广州小鹰侠二号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范承荣、王文鹏：
根据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转让方”）与广州小鹰侠二号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受让方”）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转让方将其在编号为
DY20190603002205的协议书项下享有的对你方的债权及相关担保权利全部依法
转让给受让方。现以公告形式通知你方，请自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受让方履行相
应的还款、担保义务。特此公告。

联系人：莫女士 电话：13073073951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小鹰侠二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21年 10月 14日

珠海恩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涂布制浆生产线技术
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信息公示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连接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s18h6bC28-3tTEgUxSRuFA
提取码：wa1n。
二、环境报告书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
纸质报告书：即日起十个工作日内与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联系。
三、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本次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主要为评价范围内的公众。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Cmb4dQpuwJDc_JaGwtW-iQ
提取码：hs2p。
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在信息公开后，以信函、传真、电子邮件或者按照有关公告要求的其

他方式，向建设单位单位或者环评单位联系，提交意见。联系人：杨乐艺，联系电
话：13908770360

六、公示提出意见的起止日期：
公示期限：自本公示发布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

珠海恩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汕头市潮阳区人民法院
公 告

（2021）粤0513民初1825号
吕 伟 宏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440582198010230695）：

本院受理原告陈金洪与被告吕伟
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限
届满后的十五日内，并定于二〇二一年
十二月二十八日上午九时〇分在海门
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特此公告。

二○二一年十月十四日

汕头市潮阳区人民法院
公 告

（2021）粤0513民初2030号
张 狮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440582198009250699）：

本院受理原告林淑惠与被告张狮
同居关系子女抚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本公告送
达期限届满后的十五日内，并定于二〇
二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上午十时三十
分在海门法庭不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特此公告。

二○二一年十月十四日

广汽日野汽车有限公司
汽车零部件转让信息
广汽日野汽车有限公司现公开挂

牌转让汽车零部件壹批，包括：国四日
野发动机（旧）、国五日野发动机（旧）、
变速箱总成（旧）。适用于广汽日野汽
车有限公司生产的汽车产品。

转让详细信息，可在广汽日野汽车
有 限 公 司 官 方 网 站 查 询（http://www.
ghmcchina.com）。

欢迎来电咨询。
联系人：林加强
联系电话：020-32328511

18520147890
广汽日野汽车有限公司

2021年 10月 14日

汕头市潮阳区人民法院
公 告

马 晓 颖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440582199708305892）：

本院受理原告曾庆濠与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向你公告
送达（2021）粤 0513 民初 454 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被告马晓颖应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原告曾庆濠借
款 200000元。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该判决，可在
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
法院。

2021年 10月 12日

遗失声明
广州市浪特电子设备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行政章 )、财务专用章、法人章（吴均
鸿）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欢蔻商贸有限公司遗失公章（行政
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张丰平不慎遗失人民警察证，警号：
015707，现声明此遗失证件作废。

遗失声明
连南瑶族自治县香坪镇香坪村第十三
经济合作社遗失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016000248801，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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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选

组选3

组选6

全国销量
（元）

本省销量
（元）

单注
奖金
（元）

27068468 1213414

中奖情况

全国
中奖
注数

5510

0

18045

99

本省
中奖
注数

244

0

654

1040

346

173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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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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3日 ●●●●●●●●●●
“南粤风采”36选7 第2021272期

36选7投注总金额：406058元
中奖基本号码：22 24 33 10 28 07 特别号码：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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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4

58

94

2776

0

0

13280

29000

9400

27760

中奖情况

好彩36投注总金额：522390元
类别

好彩2

好彩3

投注额（元）

33924

488466

中奖注数

257

387

单注奖金（元）

66

632

累计奖金6341927元滚入下期一等奖。

3320

500

100

10

好彩1 第2021272期

投注总金额：841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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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9558

268420

56368

67336

2565

11082

5917

7028

46

15

5

5

16 兔 夏 南

3D 第2021272期

中奖号码 9 8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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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1941
0

4083
343
50
0
6
0
0
0
1
60

1400
480
240
10
104
470
21
693
173
606
86
49

2717400
0

979920
3430
5200
0

126
0
0
0
86

2940

本期投注总额：3403564元；本期中奖总额：3709102元；
奖池资金余额：13341481元。派奖奖金余额：13037568元。

超级大乐透

前区号码 后区号码

第21117期

全国销售量(超级大乐透)：279505700元

1124390424.96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1年12月13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一等奖

二等奖

本期中奖情况

21 33 11 18 22 05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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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420186

386

1023

23879

25546

59521

835138

8042805

10000

3000

300

200

100

15

5

3860000

3069000

7163700

5109200

5952100

12527070

40214025

基本

追加

169

51

61934

49547

10466846

2526897

基本

追加

8

1

8355835

6684668

66846680

6684668

14674634.52元奖金滚入下期排列3奖池。
343563790.16元奖金滚入下期排列5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1年12月13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排列3排列5 第2127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