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彩
民
故
事

2021年10月15日/ 星期五/ 经济新闻部主编
责编 孙晶 / 美编 刘苗 / 校对 李红雨 A12

·体彩晚好彩晚

地址：广州市黄埔大道中315号，邮政编码：510655 广告热线：（020）87138888 广告经营许可证：440000100058 订报电话：（020）87133333 全国零售价2元 新闻记者证查验、举报电话：（020）87138800。查验网址：http：//press.gapp.gov.cn

每天晚上，是我们彩票店最
忙碌的时候。店里的彩民来来
往往，微信收款“嘀嘀”不休。
当我打完最后一注彩票，时针正
好指向9点，一天的工作终于结
束了。我站起身来，伸了一个懒
腰，拍了拍酸胀的手臂，突然发
现门口的台阶上，坐着一位六七
十岁的老人。“叔叔，这么晚了，
我要下班，您也早点回家吧！”老
人双手撑地，双腿却使不上力，
挣扎几下，又坐回地上。

我赶紧将老人搀扶进店里：
“您先休息一会儿，等缓过劲儿
来再走。”老人刚落座，就从上
衣口袋掏出一张彩票，低声嘟
囔着“彩票，彩票”。我解释道：

“现在刚刚关机，您能不能明天
再来？”老人并不理会，还是低
声嘟囔着“彩票，彩票”。

我接过彩票，发现日期是上
期的，便与墙上当期的走势图
一一对照，发现并未中奖，就将
彩票丢进废纸篓，说：“这是一

张废票，您还买吗？”老人依旧
答非所问，嘴里一个劲儿地嘟
囔着“彩票，彩票……”，我一时
懵 了 ，这 才 仔 细 打 量 起 老 人
来。老人面容清瘦、慈祥，穿着
干净、整齐，只是表情呆滞，行
为异常，莫非……

这时，老婆打来电话，催我
回家吃饭。当她听完我的描
述，提醒道：“每张彩票，上面都
有站号、站点等信息，你何不打
个电话问问？” （徐柱平）

9 月 29 日上午，购彩者李
先生（化名）与朋友带着一张

“皱巴巴”的体育彩票来到了佛
山体彩中心。而之所以“皱巴
巴”的，是因为这是李先生从洗
衣机里的衣服口袋中捞回的。

经核对，李先生的彩票中
了体彩大乐透第 21112 期 5注

二等奖，共揽获 141.9 万元，缴
纳个人偶然所得税28.3万元。

领奖现场，李先生兴奋地表
示，这张彩票是他在洗衣机里捞
回来的。原来，李先生只是偶尔
购彩，对于中大奖也从未幻想
过。因此，购彩后，他并没有特
意保存好彩票，大多数情况下只

是随便存放，有时还会忘记兑
奖。这一次，李先生也是同样
做法，9月27日购彩后，就将彩
票随手放到裤兜里。回到家，
他就将裤子直接丢到洗衣机
里，这张大奖彩票就这样在洗
衣机里静静地呆了24小时。

9 月 28 日晚上，李先生打

开洗衣机，当洗衣机注水到一
半时，才突然想起来，昨天买的
彩票应该在裤兜里，就马上捞
起来，还好裤子还没完全湿
透。李先生打趣说：“还好我比
较懒，没有当天就洗了衣服，要
不然就洗掉100多万啦。”

（吴珊 粤体彩）

近日，2021东莞时尚运动节攀
岩比赛在东莞市滨江体育公园攀
岩场拉开帷幕，赛事吸引了众多攀
岩运动爱好者一较高下。比赛期
间，东莞体彩中心在现场开展“公

益体彩进社区”活动，宣传体育彩
票“公益体彩 乐善人生”的品牌理
念，诠释“责任彩票”的深厚内涵。

攀岩运动集健身、娱乐、竞技
于一身，被称为“峭壁上的芭蕾”，
更凭借极高的观赏性吸引了广大
市民的眼球。近年来，东莞体彩不
仅积极倡导全民健身运动，还大力
推广诸如攀岩、冰球等新颖时尚的
体育赛事活动，极大地丰富了市民
的日常生活。2021 东莞时尚运动
节攀岩比赛的顺利举办，离不开体
彩公益金的大力支持。本次比赛
在提供广大市民攀岩运动竞技平
台的同时，也加深广大市民对公益
体彩文化的了解，充分体现了公益
体彩始终秉承“来之于民 用之于
民”的发行宗旨。

活动现场，东莞体彩中心精心
准备了攀岩小游戏，市民群众积极
参与，完成小游戏后更有互动好礼
相送。此外还设置了体彩知识展
区摊位，并加设了责任彩票的宣传
栏，让广大市民更加直观地了解公
益体彩，了解公益体彩作为国家公
益彩票肩负的责任担当。

大乐透：前区：小号反
弹，大小比关注 2：3 防 1：4。
和 值 下 降 ，关 注 70—90 之
间。奇偶均衡，关注奇偶比
3：2 或 2：3。012 路关注 2：1：2。连号淡
出，关注散号。后区首防一大一小、双偶组
合，次防双小、双奇组合。

7 星彩：012—532—890—632—374—
968+6、7、9。

排列3：精选号码三注：329、724、262。
排列 5：精选号码三注：62775、65638、

84007。 （福娃）

一张彩票（上）

插图 采采

洗衣机中“捞回”141万大奖
佛山幸运儿险些错失幸运彩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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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偶均衡 连号淡出
——析体彩玩法走势

“公益体彩进社区”走进东莞
攀岩比赛现场热闹非凡，公益体彩深入人心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吴珊 通讯员 粤体彩

大乐透 21109 期开奖，顺德区
大 良 南 国 中 路 尚 景 苑 39 号
4422030060 体彩实体店中出 6 注
追加二等奖，购彩者冯小姐（化名）
收获总奖金 132万元，为顺德贡献
税收26万元。

近日，冯小姐独自现身顺德体彩
中心兑奖大厅领奖。冯小姐表示，自
己接触彩票只有一年时间，只购买大
乐透，平时喜欢购买小复式。“这组
号码是前两天选的号码，当时选号过

程也挺顺利，没想到中了二等奖。看
来这组号码就是我的幸运号码。”
冯小姐说这次中奖就像做梦一样，

“开奖当晚我就打开开奖页面核对
是否中奖，一看中了二等奖，不敢
相信，一个一个号码去核对，第三遍
才相信自己中了二等奖。”

办理兑奖手续后，冯小姐表示
自己会平常心对待，也会继续购买
体育彩票，支持国家公益事业。

（吴珊 粤体彩）

接触体育彩票仅1年

顺德女彩友擒大乐透132万

前8个月
粤售彩245亿元
销量继续稳居全国首位

“我为群众办实事”走深走实，切实
解决销售一线“急难愁盼”问题。广东
省、市体彩中心联合开展的困难、低销量
实体店帮扶工作取得扎实成效。截至9
月30日，广东省销售帮扶的577个实体
店日销量较帮扶前的5月份提升11个百
分点，茂名、惠州、佛山、阳江、云浮等受
帮扶实体店销售增幅超过30%，大大提
升了业主、销售员的经营信心和全省体
育彩票销售渠道的稳定性。

聚焦难点
帮扶困难暖人心
困难、低销量实体店，因

各种因素，导致销售量偏低，
经营收入少、压力大，随时面
临退站问题。彩票销售店退
站，不仅给业主销售员带来
经济损失，影响彩票销售渠
道稳定性，同时给社会就业
带来压力。为此，广东体彩
把“困难、低销量实体店帮
扶”作为省、市体彩中心联合
开展的“我为群众办实事”实
践活动深入推进。

广东省体育彩票中心党
支部书记赵建新介绍：“通过
4个多月来的‘扶困、扶智、扶
志’帮扶工作，我们欣喜地看
到困难、低销量实体店提升
了店面形象，提升了销售技
能，提升了经营信心。”

统筹推进
省市联动增效益
在省体彩中心统一部署

下，省市两级体彩中心共同
协力，推动帮扶工作落到实
处。6 月省中心制定下发了

低销量实体店帮扶工作方案
并启动工作。省中心根据各
部门工作职责，由电彩部、即
开部、市场部分别跟进帮扶
工作中的电彩销售、即开销
售和实体店店面升级工作指
导。7月，广东省所有地市均
制定了针对性的帮扶方案，
共规划帮扶实体店654个，其
中19个地市已经开展了帮扶
工作。在省中心统筹下，全
省建立专门的线上帮扶群组
23个，在群里分享经营经验、
赛事信息、投注技巧、中奖结
果等等，同时收集和解决代
销人员反映的经营问题，为
实体店提供更精准的帮扶服
务。8 月起，省中心深入一
线，多次组织人员到深圳、惠
州、佛山等地市，现场了解实
体店面临的困难，指导地市的
帮扶工作。省中心还定期收
集地市工作开展情况，对帮扶

实体店进行数据分析并内部
通报，召集相关部门研究下阶
段帮扶工作方向和策略。

地市创新
亮点纷呈出实招
在帮扶过程中，各地市科

学施策，围绕“扶困、扶智、扶
志”，确保帮扶工作落到实
处，见真成效。

针对部分困难实体店因
缺乏资金，导致门店装修陈
旧、破损等情况，全省有12个
地市经过认真评估，选取了
134 个实体店进行形象升级
改造，总投入资金达到116万
元，目前已有 33 个实体店全
面完成了店面升级，其他门
店升级也在推进之中。如汕
头投入 32 万元，为帮扶实体
店粉刷天花和墙体，更换全
新门头招牌、门柱、背景墙、

开奖号码图等等，实体店形
象焕然一新。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教导思路与办法是帮扶的核
心。围绕游戏基本知识、投
注技巧、经营方法等内容，全
省开展实体店一对一驻点培
训 672 场，集中培训 10 场。
同时还组织受帮扶实体店与
优秀实体店交流，发挥身边
典型的效果。深圳、广州、佛
山、惠州中心邀请了外部讲
师，现场给代销人员和购彩
者授课，受到代销人员的一
致好评。

据了解，2021年 1-9月，
广东省销售体育彩票 161.45
亿 元 ，较 上 年 同 期 增 长
50.16%，筹集公益金 41.40 亿
元，销售量和公益金筹集量
位居全国第一，为“十四五”
高质量发展起好步、开好局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近日，财政部发布了8月份全
国彩票销售数据。据统计，8月
份，全国共销售彩票326.09亿元，
较去年同期下降6.2%。今年前8
个月，全国销售彩票2472.92亿元，
同比增长26.9%。广东前8个月累
计销售彩票245.51亿元，继续稳居
全国首位。

全国销量下降

财政部数据显示，8月份，全
国共销售彩票326.09亿元，比上年
同期（简称“同比”）减少21.70亿
元，下降6.2%。其中，福利彩票机
构 销 售 114.51 亿 元 ，同 比 减 少
17.99亿元，下降13.6%；体育彩票
机构销售211.58亿元，同比减少
3.71亿元，下降1.7%。

1-8月累计，全国共销售彩票
2472.92亿元，同比增加524.64亿
元，增长26.9%。其中，福利彩票
机构销售904.07亿元，同比增加
24.32亿元，增长2.8%；体育彩票机
构 销 售 1568.85 亿 元 ，同 比 增 加
500.32亿元，增长46.8%。

8月份，全国乐透数字型彩票
销售128.10亿元，同比减少91.26亿
元；竞猜型彩票销售139.75亿元，同
比增加37.35亿元；即开型彩票销售
36.74亿元，同比增加10.85亿元；基
诺型彩票销售21.49亿元，同比增加
21.36亿元。8月份，乐透数字型、
竞猜型、即开型、基诺型彩票销售
量分别占彩票销售总量的39.3%、
42.8%、11.3%、6.6%。视频型彩票
销售不足0.0001亿元，同比减少
0.0006亿元。

1-8月累计，乐透数字型彩票销
售1091.24亿元，同比减少254.57亿
元；竞猜型彩票销售914.90亿元，
同比增加548.58亿元；即开型彩票
销售336.73亿元，同比增加169.17
亿元；基诺型彩票销售130.03亿
元，同比增加129.39亿元。1-8月，
乐透数字型、竞猜型、即开型、基
诺型彩票销售量分别占彩票销售
总 量 的 44.1% 、37.0% 、13.6% 、
5.3%。视频型彩票销售0.0071亿
元，同比减少67.93亿元。

广东继续领跑

8月份，与上年同期相比，全
国共有10个省份彩票销量出现增
长，其中新疆、四川、河南和湖南
增加额较多。

财政部的统计数据还显示，广
东省在8月份共销售彩票32.28亿
元，同比下降了9.3%，不过体彩销量
同比增长4.1%；今年前8个月，广东已
累计销售彩票245.51亿元，同比增长
35.2%，其中福彩累计销售102.94亿
元，同比增长10.2%，体彩累计销售
142.57亿元，同比增长61.7%；广东
两大类彩种前8个月的累计销量，
均位居全国同行业第一。

赛事吸引了众多攀岩运动
爱好者一较高下

粵体彩销售前9月
同比增长逾5成

文/羊城晚报记者 吴珊 通讯员 粤体彩 插图 采采

受帮扶
实体店销售
额增幅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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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航扣 32（上图）

广州市公安局港航分局公告
我分局于 2021 年 3 月 3 日在广州

市南沙区黄阁镇小虎沥水道水域查获
“三无”船舶 1艘（自编号：港航扣 32）。

请上述“三无”船舶所有人自本公
告刊登之日起六个月内携带船舶相关
证明材料到我分局办理相关手续,逾期
未前来办理手续的，我分局将对该船
舶依法进行处理。

联系人：冯警官
联系电话：020-82283807

广州市公安局港航分局
2021年 10月 13日

寻亲启事
英方茹（女），年龄：45岁，
身高 1.55米，身份信息及
地址不详，2021年10月12
日进站，请其家属及知情
人士见报后与广东省英德
市救助管理站联系，电话
0763-2222970。

发还涉案财物公告
因工作需要，原广东省边防总队于 2010年之前经办的部分毒品案件，现已移

交我支队 (即广州市公安局禁毒支队)处置。目前，这部分案件现已结案，经清
理，其中部分扣押的涉案财物需发还财物持有人。请下列财物持有人或者持有
人家属 (包括无主财物持有人)，携带原广东省边防总队办案人员开具的涉案财
物暂扣文书材料和本人身份证明，到我支队认领，公示后六个月内不来认领，将
上缴国库。其体如下:1.朱碧云 2003年 9月 11日扣押手表、手机、金属首饰、银行
存折、银行卡、证件。2.潘伟强 2003 年 11 月 14 日扣押手表、手机、金属首饰、证
件。3. 任建华 2004 年 5 月 13 日扣押 银行卡、证件、杂物。4. 邓新华 2004 年 5 月
13 日扣押 银行存折、银行卡、玉佩。5. 李海祥 2004 年 6 月 8 日扣押银行存折、银
行卡、玉佩、证件、杂物。6. 孙成宇 2004 年 6 月 8 日扣押手表、银行卡、证件。7.
肖杨华 2004年 6月 8日扣押手表、银行存折、银行卡、证件。8.李刚 2004年 6月 8
日扣押港币、澳门币、证件。9.曹泽明 2005 年 4 月 13 日扣押 手机、钥匙。10.
王绮梅 2005 年 4 月 20 日扣押 金属首饰、银行存折、银行卡、证件、钥匙、杂物。
11.邓镜文 2005年 4月 20日扣押证件。12.彭广荣 2005年 4月 20日扣押 银行卡、
钥匙。13. 易展明 2005 年 5 月 23 日扣押金属首饰、银行存折、银行卡、证件、杂
物。14.朱文超 2005年 5月 23日扣押 手表、银行卡、钥匙。15.曾广平 2005 年 5
月 23 日扣押金属首饰。16. 胡锡雄(病故)2005 年 11 月 15 日扣押 金属首饰、银行
卡、证件、钥匙 17.杨小秘 2005年 12月 12日扣押 手机。18.谢洁萍 2006年 7月 16
日扣押 银行存折、银行卡、证件。19. 唐枫 2006 年 9 月 1 日扣押手表、金属首饰、
银行卡、证件、杂物。20.洪有椿 2006年 9月 1日扣押公文包。21.张道保 2006年
9月 1日扣押金属首饰、证件、钥匙。22.范锦标 2006 年 9 月 1 日扣押 银行卡、
证件。23.张军峰 2006年 9月 1日扣押 手表、银行卡、杂物。24.赵晓辉 2007 年
10 月 21 日扣押手机。25. 胡晓超 2007 年 11 月 2 日扣押 金属首饰、手表、太阳
镜。26.周杰 2007 年 11 月 2 日扣押 证件、杂物。27. 肖梓林 2007 年 11 月 2 日扣
押 银行卡、证件、钥匙。28.无主 2007 年 11 月 2 日扣押 玉石手链 (散件)。29.
向冰林(周燕)2008年 1月 11日扣押 金属首饰。30.向冰林(陈明辉)2008年 1月 11
日扣押证件。31. 李刚 2008 年 11 月 26 日扣押 金属首饰。32. 李德维 2009 年 4 月
4日扣押金属首饰。33.熊雪君 2009年 4月 4日扣押手机、金属首饰。34.刘贵芝
2009年 9月 5日扣押 银行卡、手机。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政通路 13号。
联系人：朱警官、李警官。联系电话：83112182

广州市公安局禁毒支队
2021年 10月 15日

清算公告
鸿鑫（广东）海洋工程有限公司股东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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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 地 权 利 人 彭 诗 胜 ( 身 份 证:
442531194805280016),遗失土地所有权
证，坐落地址：海丰县海城镇龙津西片
16米路西侧 5/6号。不动产权证号：海
国用 (1999)字第 01010134 号。现声明
作废。

减资公告
广东森宝文化实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44051569247509XB,经股东
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
册资本,由人民币 5000 万元减少至人民
币 1100万元,请债权人自见报起 45日内
向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2021年 10月 13日

遗失声明
汕头市澄海区林如日用品店遗失营业
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405833161668，
声明作废。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公告
深圳宝安桂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1年 10月 09日与广东国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编号

为GY-ZR2021-04号），深圳宝安桂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将其对债务人严超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担保合同项下
的全部权利合法转让给广东国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自公告之日起，本公告清单所列的债务人、抵押人，请立即向广东国
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债权转让清单 单位：人民币/元

特此公告。
广东国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郑小姐，联系电话：020-89287306

转让方：深圳宝安桂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受让方：广东国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 10月 15日

债务人
严超

借款合同号
709916201800662

担保合同/抵押合同号
709916201800662-01

债权本金
3,800,000.00

利息(暂计至2021年8月10日)
1,241,769.28

诉讼费用
18,718.00

抵押人、抵押物
严超：罗湖区桂园
北路桂苑 1栋 203

判决案号/强制执行案号
（2019）粤 0306民初 23123号
（2021）粤 0306执 7699号

关于三涌补水工程停水检测检修的通告
为保障三涌补水工程的安全运行，根据三涌补水工程运行管理工作需要，经

市水务局批复同意，广州市河涌监测中心将于 2021 年 10 月 16 日至 10 月 19 日对

三涌补水工程猎德涌支线进行正常的年度检修检测。10月 26日至 10月 28日对

三涌补水工程主干线进行正常的年度检修检测。在检测检修期间，暂停向猎德

涌、车陂涌、沙河涌三条河涌补水,河涌将会出现水量减少、水动力减弱的情况，

工程检修检测完成后将及时恢复三条河涌补水。

广州市河涌监测中心

2021年 10月 11日

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行定于 2021 年 10 月 22 日（星期五）上午 10 时在本行拍卖如下租

赁权：

位于海丰县海城镇人民南路 2号首层东侧第三、四间门市的租赁权，面积为

82 平方米，整体出租。以月租金 13000 元为拍卖底价，竞买保证金 10 万元，每次

递增价 3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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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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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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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 15日

遗失声明
广州萨柏候车亭广告有限公司（工商

注册号：企作粤穗总字第 000156 号）遗

失公章、财务专用章及营业执照正副

本、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等证

件，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信佳丰货运代理有限公司遗失广

东信丰物流有限公司的开具的风险保

证金收据三份（金额共五万），编号：

0038424、0044576、0046471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东莞市杰品五金制品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41900MA4UKG7RXD）
股东会决议，注册资本由原来 1200万元
减资至 200万元。请债权人自本公告见
报之日起 45 天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
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权利，本公司将
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

遗失声明
汕头市澄海区乐之宝玩具厂遗失公章
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化州市平定镇钟旺车行遗
失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六联）两张，
发 票 代 码 ：144001924460，号 码 ：
00852516、00852517，声明作废。

汕头市潮阳区人民法院
公 告

（2021）粤0513民初793号
董 镇 州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440524197509230653）：

本院受理原告裴容与被告董镇州
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1）粤 0513 民初 793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广东省汕头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特此公告

二〇二一年十月十四日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
《保险中介许可证》公告

根据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规定，广州全家康保险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资格延续已由我局换发《保险中介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机构编码：202108000000800
设立日期：2004年 10月 15日
许可证流水号：00022077
发证日期：2021年 09月 18日
地址：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大道 121号 526室
业务范围：在广东省行政辖区内代理销售保险产品；代理收取保险费；代理

相关保险业务的损失勘查和理赔；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

遗失声明
广州红八方装饰有限公司遗失公章、财
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合同专用章、法
人章（朱永放）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共创服饰有限公司遗失财务章、法
人章各一枚，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汝谋公食品贸易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行政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许自家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编号：
JY24405150053016，声明作废。

排列3排列5 第21273期

14626780.04元奖金滚入下期排列3奖池。
327544216.8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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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 6

排列5 3 1 6 0 3

直选

组选3

组选6

全国销量
（元）

本省销量
（元）

单注
奖金
（元）

27367664 1224676

中奖情况

全国
中奖
注数

9273

0

20814

232

本省
中奖
注数

495

0

982

1040

346

173

100000

排
列
3

排列5 14653932

双色球 第2021117期

本期投注总额：358589610元；广东省投注额：42103450元
奖池资金累计金额8969046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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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 33 21 27 17 03 04
奖级 全国中奖注数 本省中奖注数每注奖金（元）

10
101
1443
69491

1187525
11293252

1
22
98

6711
128918
1248084

6782803
220644
3000
200
10

5

彩票开奖公告栏 开奖时间：2021年10月14日 ●●●●●●●●●●

好彩1 第2021273期

投注总金额：101748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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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兔 夏 南

数字

生肖

季节

方位

469198
366908
96476
84902

9643
15076
10778
8549

46
15
5
5

3D 第2021273期

中奖号码 1 9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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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758
0

3273
1025
30
0
9
0
0
0
2
94

1400
480
240
10
104
470
21
693
173
606
86
16

2461200
0

785520
10250
3120
0

189
0
0
0

172
1504

本期投注总额：3637224元；本期中奖总额：3261955元；
奖池资金余额：12823054元。派奖奖金余额：12185397元。

“南粤风采”36选7 第2021273期

36选7投注总金额：415260元
中奖基本号码：20 01 02 29 15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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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61

85

2331

0

0

14116

30500

8500

23310

中奖情况

累计奖金6468976元滚入下期一等奖。

好彩36投注总金额：543144元
类别

好彩2

好彩3

投注额（元）

35532

507612

中奖注数

341

420

单注奖金（元）

52

605

14116

500

100

10

广东省体育彩票中心 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授权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