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叫赵之民，跟我的
名字一样，我所做的事业就是

‘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在一间30
平方米开外的屋子里，两排整齐的靠墙

小桌迎接一拨又一拨的彩民，一台彩票投
注机从早上9时运作到晚上9时，这是位于
广州市越秀区东兴南路37号44010138福彩
投注站的日常。而墙上则密密麻麻贴满了这
二十余年的福彩荣誉牌匾，其中新添的一块正
是“全国百佳销售之星”。

“与其说有自己的秘诀，不如说有自己
的想法。”赵之民说，“在这一行当，谁都想
把销量做好，但能不能从中找到一种
获得感，把它当作自己的事业来钻

研，不再仅靠‘地段’吃饭，这
一点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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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两人又去买饭。
苏伟对何军说：“大哥，彩票站
跟饭馆不在一个方向，不如这
样，我帮你去买饭，你帮我去买
彩票，怎么样？”何军回道：“也
行，你还是跟昨天一样，机选 5
注。”苏伟点点头：“对，我一直
都是机选。”何军听了不由得点
了点头。

何军回到病房的时候，看
到苏伟正在用心地伺候两位老
人吃饭，何军急忙说：“刚刚楼
下碰到一个熟人，所以回来晚
了，不好意思啊兄弟。对了，这
是两张机选的彩票，你看你要
哪张？”苏伟说：“都是机选，哪
张不一样嘛，大哥你先挑。”何
军一本正经地说：“那我有言在
先，一码归一码，我如果中奖了
你可别反悔吆！”苏伟呵呵一
笑：“肯定不会的，大哥。”

第二天清早，苏伟从陪护
床上猛地跳起来：“大哥，大哥，
我中奖了！手机刚查了开奖信
息，奖金 3000 元！”“真的假
的？我的这张也查过了，5元都

没中。”想到昨晚自己手气背，
挑错了彩票，拱手将 3000元送
给了这小子，何军心里真不是
滋味。

苏伟又说：“放心吧大哥，
奖金我会分你一半。彩票是你
帮我买的，我可不能吃独食。”
何军瞪着面前这个傻乎乎的农
村小子，不知说什么好。只是，
想起昨晚自己说的话，身高明
明比他高一头，何军却突然感
觉自己矮了一大截……

（董川北）

36 选 7：04、05、14、15、
22、23、31。

双色球：06、11、19、26、
27、32后区：02、03、07。

福彩3D：01、07、08。
（小小苗）

为进一步回馈广大彩民对
双色球的喜爱和支持，中国福利
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将于11月至
12月开展双色球的年度大派奖
活动。自双色球第 2021131 期
（11 月 16 日晚开奖）开始，预计
连续派奖 20 期，今年总计派奖
约为12亿元。

派奖分为两个部分

据了解，本次派奖分为两个
部分：

第一部分是设立“一等奖特
别奖”，奖金总额为 5 亿元。每
期安排2500万元设立一等奖特
别奖，对当期单票金额超过 20
元（含）的一等奖中奖彩票，每
注一等奖按当期一等奖单注基
本奖金1:1比例派送（参照双色
球游戏规则，当奖池资金低于 1
亿元时，单注一等奖特别奖派送
奖金最高限额封顶 500 万元；当
奖池资金高于 1 亿元时，单注一
等奖特别奖派送奖金包括两部
分，两部分最高限额封顶各 500
万元）。若当期一等奖特别奖奖
金不足以按照当期一等奖单注
基本奖金 1:1 比例支付派送奖
金时，则当期一等奖特别奖奖金
由符合派奖条件的一等奖按照
中奖注数均分。若当期一等奖
特别奖奖金未中出或有结余，则
顺延滚入下一期，与下一期一等
奖特别奖奖金合并派发，以此类
推，直至一等奖特别奖奖金派送
完毕为止。

第二部分是设立“六等奖翻
番奖”，奖金总额为 7 亿元。对
当期单票金额超过20元（含）的
六等奖中奖彩票按每注六等奖
派送固定奖金 5 元。若六等奖
翻番奖派奖总奖金达到或超过
7亿元，将从下一期起停止六等
奖翻番奖派奖活动；若六等奖翻
番奖派奖总资金超出7亿元，差
额部分由调节基金补足。

四大看点不容错过

值得关注的是，本次派奖还
有四大看点不容错过：

看点一：派奖金额最高。今
年的 12 亿元派奖，是双色球自
2007年开始派奖起进行的第16
次。2017 年 9 亿元，2018 年 10
亿元，2019 年 12 亿元，2020 年
12 亿元，2021 年双色球将派奖
金额延续，再次准备了12亿元，
连续三年派奖活动金额最高。

看点二：涵盖范围更广。双
色球一等奖特别奖单票满20元
就可参加，依然是满足购彩金额
就可以，不限制任何投注形式，
单式、复式、倍投、胆拖均可，参
与方便。从派奖规则即可看出，
本次派奖活动的参与门槛明显
降低，让彩民更容易理解和体
验。不管是新彩民还是老彩民，
不管采用哪种购彩方式进行投
注，都能参与派奖活动，冲击更
高奖金，获得更多实惠。

看 点 三 ：头 奖 最 高 可 达
2000万元。按照一等奖特别奖
的派奖规则，对当期单票金额超
过 20 元（含）的一等奖中奖彩
票，按当期一等奖单注基本奖金
1：1 比例派送一等奖特别奖奖
金。简单来说，派奖期间，如果
当期双色球头奖为 1000 万元，
中奖后加上派奖，单注最高可中
2000 万元，这将出现双色球派
奖史上单注派奖最高奖金。而
如果是加倍投注的，奖金也会更
高。

看点四：末等奖 5 元变 10
元。一等奖的幸运不是人人都
可以获得的，但中个末等奖却不
是什么难事。如果您的购票金
额超过 20 元（含 20 元）只中得
了末等奖5元，那么活动将再给
你赠送5元翻番固定奖，一共将
获得10元。

（汪海晏）

位于五羊邨的东兴南路
交通便利、商铺众多，居住的
也多是广州本地街坊。在赵
之民夫妻眼中，要让彩民留下
来，不仅要在“福彩”上下功
夫。“街坊就喜欢熟络的感觉，
买多买少都没有关系，就算不
买彩票，坐下来聊聊天，我们
也很欢迎。”赵之民说，日子久
了，很多街坊习惯了每天来一
次、坐上 10 分钟，和其他街坊
闲聊一番，经常还有环卫工
人、保安把站点作为歇脚、纳
凉的地方，投注站也成为街坊
心中的“休闲驿站”。

有一次，一位老年人在投
注站买彩票时意外晕倒，躺在
地上动弹不了，赵之民和刘美
英赶忙对老人实施急救，同时
打电话通知老人家人和 120。
一个星期后，老人出院了，还表
示要给夫妻两人送感谢锦旗。
赵之民说，一个好的福彩投注
站应当成为社区的一部分，跳
出基于消费形成的关系，回归
到社区邻里之间，大家互帮互
助，同时通过参与福彩，建设更
美好的社区。

赵之民说，这就是广州人
常说的“烟火气”，无论是来买

彩票还是做其他事情，大家更
在意的，一直都是背后的人情
味。也正是这份人情味，让他
坚持了23年，也让周边的街坊
都认准了这里，许多忠实彩民
还会把这家 44010138 福彩投
注站推荐给身边好友，久而久
之，来购彩的人越来越多。“在
我们看来，一定会有越来越多
人参与福彩，这项事业，值得大
家为之努力。”赵之民说，如今
的成绩，是他们用心血浇灌而
来的，他们也将带着这份信念
继续走下去，让更多人了解、认
识福彩。

双色球12亿元大派奖
即将开启

本次派奖还有四大看点不容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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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牌多到挂不下

今日吉时：丑时、巳
时、酉时

今日吉数：07、18、
26

今日吉肖：牛、兔、
龙、蛇、羊、猴、猪

（小小苗）

涛涛今日吉字：

23年前，1998年。在这一年
之前，赵之民在一家国企从事外
贸工作，有着稳定收入，而刘美
英则在五羊邨经营着一家鞋店。
但那一年，一次偶然的机会让他
们接触到了福彩行业，加之外贸
市场竞争越来越大，赵之民转念
一想，“经营福彩投注站说不定
是个更好的选择”，没过多久，他
便申请开设了一家福彩投注站，
扎根五羊邨。

“相比现在，当时大家还不熟
悉福利彩票的内涵，更没有固定
的消费群体。”但赵之民说，哪怕
是最困难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动
摇过。在这23年里，夫妻两人早
九晚九，一年除去少数节假日，

天天开站，家里的晚饭时间更是
调到晚上10时以后。赵之民说：

“投注站需要攒人气，而街坊每
个时刻都有可能过来，投注站每
开多一天，都是让更多人了解福
彩的好机会。”

赵之民和妻子是出了名的
“拼”，但他们的拼，不仅仅是为
了养家糊口。赵之民分享道：

“每卖出一张彩票都能够筹集到
公益金，用于社会福利和公益事
业。有时，我陪父亲去社区的长
者饭堂就餐，看到招牌上‘公益
福利金项目’的字样，心里就有
一种别样的自豪，这些公益福利
设施的建设，其实也有我们投注
站的一份力。”

光靠一个“拼”字，远远不
足以让彩民留下来成为熟客，
于是赵之民开始研究福彩的
相关知识或技巧，“为的是方
便彩民，让彩民在这里获得更
好的购彩体验。”赵之民回忆，
那时，人们兴起看双色球的走
势图，“业内有一套走势图的
标准，但也有的站点会在标准
之上，继续在走势图上下功
夫，希望让彩民从自己的走势
图看到更多信息。不仅分区，
而且有定位，有跨度，有各种

各样的信息”。
接触过装修行业的赵之民

认为这一点值得学习，于是也
在站点的装修上下了不少功
夫。在投注站装修标准的基础
上，他把每期双色球开奖数据
做成了特制的滚筒图，并且把
数据连了起来，每天在站内贴
上推荐的投注号码，这些创新
举措颇受喜欢研究彩票的彩民
们的欢迎。尤其是开奖日，周
边街坊都会赶过来，而刘美英
则一大早核对数字，再用刻度

尺规整地连成变化走势图。“有
的老人家，就靠这个走势图来
购买双色球。”赵之民说，“有时
候有街坊路过，问我们有什么
好号推荐时，我们也很自豪，那
一刻，会觉得自己在投注站的
努力得到认可。”营业多年，站
点的中奖记录也多了起来，这
让他很欣慰：“店里中过两次头
奖，二等奖数不清，每次中奖，
不仅彩民开心，我们也有自豪
感。这种自豪感也激励着我们
不断努力。”

——析福彩玩法走势

大小均衡
连号热出

夫妻搭档，“拼”字打头阵

有勇也有谋，站点服务要到位

既是投注站，也是“休闲驿站”

1

2

3

赵之民夫妇扎根五羊邨长达23年获街坊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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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远清新至佛山南海高速公路环境影响报告书
征求意见稿公示信息

一、建设项目基本信息
1、建设项目名称：清远清新至佛山南海高速公路 2、建设单位名称：广东交投清
南高速公路管理处 3、环评文件编制单位名称：广东绿鑫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4、项目建设地点：广东省广州市、清远市
二、项目建设内容：本项目推荐路线全长约 53.890km（K0+000~ K53+889.584）。主
线设特大桥、大桥 27358.1m/33座，中桥 652m/9座；桥隧比例约为 51.98%。本项目
全线 12处互通立交，其中 6处为高接高枢纽型立交（含石角北枢纽、塱头枢纽 2处
规划预留枢纽立交，不纳入本项目实施），6 处是高接地服务型立交，设服务区 1
处，停车区 1处，养护工区 2处，集中住宿区 2处，管理中心 1处，匝道收费管理站 8
处。推荐线路从起点至佛清从高速路段 27.435km 采用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标
准，路基宽度 34.5m，佛清从高速至终点路段 26.455km 采用双向八车道高速公路
标准，路基宽度 42m。全线设计速度采用 120km/h。三、公众意见征求的主要内
容:征求公众对本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公众提出的涉及征地拆迁、财
产、就业等。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无关的意见或者诉求，不属于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的内容。1、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自本公示信息发布
之日起 10个工作日。2、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项目所在地附近的敏感目标，可能
受本项目影响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3、征求公众意见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全
文的网络链接：（链接：https://pan.baidu.com/s/1Fd73RW47K2czfF92kJIM9A 提取码：
1103）4、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链接：https://pan.baidu.
com/s/1Fd73RW47K2czfF92kJIM9A提取码：1103）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可通过电话、电子邮件、传真、信函等方式向
建设单位反馈意见。公众提交意见时，应当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
联系人：马工 联系电话：13302789541 联系邮箱：403551356@qq.com
联系地址：广东省清远市清城区横荷街道狮子湖行政楼 3 楼（来信请注明清远清
新至佛山南海项目高速公路公参意见表）
五、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信息：评价单位：广东绿鑫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工： 联系电话：13265972421 联系邮箱：2414999165@qq.com

遗失声明
广州碧森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行政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东硬汉珠宝有限公司遗失公章（行
政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李雯文（身份证:44098219940722****），
不 慎 遗 失 执 药 医 师 证 ，证 号 ：
110440605002894，特此声明作废。

遗 失 声 明: 李 雯 文 （ 身 份 证:
44098219940722****），不慎遗失医师资格
证，证号：202044110440982199407222745，
特此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龙 川 新 城 医 院（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52441622551742190Y）经负责人决定停

止经营并申请注销，请各债权、债务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天内向单位清

算组申报债权债务。

交易公告
受委托，广东金融资产交易中心现组织对以下标的进行公

开挂牌交易:
标的名称：“佛山市高明区明城高锋石矿场有限公司”不良

贷款债权资产
一、转让方：佛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二、标的基本情况：“佛山市高明区明城高锋石矿场有限公

司”不良贷款债权资产
三、挂牌价：2,700万元。
四、挂牌期：2021年 11 月 9 日 9：00起至 2021年 11 月 15 日

17：00止。
五、受让方必须提交书面受让申请并按受让条件提交相关

证明材料。
详情请登录网址：www.gdfae.com
咨询电话：020-38908066

广东金融资产交易中心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九日

遗失声明
汕头市澄海区启航星玩具厂遗失公章
（印章编号为：4405150014612）一枚，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云浮市苏豪娱乐有限公司遗失法定名
称章一枚，印章编码:4453020054520，现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李 明 不 慎 遗 失 人 民 警 察 证 ，警 号 ：
031368，现声明此遗失证件作废。

遗失声明 :众志廉创（广东）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遗失公章（行政章）、财务专用
章、法人章（廉亚鹏）、发票章、合同章各
一枚，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禾一餐饮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440101MA5CRRUP34，编号：外

S262019078842G（1-1）)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公司公章、财务章、发票章、

法人陈彦玮私章各一枚，现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珠海横琴中财阳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0951594006）
经股东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

销，请公司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 45日内

向本公司申报债权。

遗失声明
博罗县园洲镇润昌盛货物运输部遗失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正副本，证号：
44130027925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龙川县水产供销公司工会委员会遗失
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5982000420804,账
号:200602910902011974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明雄生态农林科技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鸿刚物流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行政章）、财务专用章、法人章（肖
红）、发票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各一枚，
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韶关市供销社工业品总公司
时代电器商行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89153712-6；遗失公章一枚，现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韶关市供销社工业品总公司
经营部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4402001500271；遗失公章一枚，现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韶关市供销社工业品总公司
绿宝莱业分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4402001501675;遗失公章一
枚，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韶关市供销社工业品总公司
饮料部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
89154024-5;遗失公章一枚 ，现声明作
废。

遗失声明
英德市长盛建材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
照 正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41881MA51DDJX4N，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黄埔区不白切餐饮店遗失公章
（行政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彩票开奖公告栏 开奖时间：2021年11月8日 ●●●●●●●●●●

“南粤风采”36选7 第20212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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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45

72

1891

0

0

8532

22500

7200

18910

中奖情况

36选7投注总金额：273356元
中奖基本号码：13 22 18 23 36 15 特别号码：27

好彩36投注总金额：489084元
类别

好彩2

好彩3

投注额（元）

34914

454170

中奖注数

480

697

单注奖金（元）

36

325

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累计奖金157212元滚入下期一等奖。

2133

500

100

10

好彩1 第2021298期

投注总金额：4778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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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4638

10108

4070

8998

2904

129

68

68

46

15

5

5

27 虎 秋 西

本期投注总额：2976272元；本期中奖总额：1977490元；
奖池资金余额：13168235元。

3D 第2021298期

中奖号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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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300
0

3590
61
16
0
4
0
0
0
2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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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2000
0

621070
610
1664
0
84
0
0
0

172
1890

广东省体育彩票中心 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授权发布

超级大乐透

前区号码 后区号码

第21128期

一等奖

二等奖

本期中奖情况

18 27 17 14 23 08 05

奖级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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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

追加

基本

追加

合计 175433328

2070000

4842000

5561100

8487600

4153200

13831035

42948920

9528448

2858496

68903091

12249438

207

1614

18537

42438

41532

922069

8589784

128

48

9

2

10000

3000

300

200

100

15

5

74441

59552

7655899

6124719

全国销售量(超级大乐透)：282038607元

1337287551.46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2年1月7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14657511.68元奖金滚入下期排列3奖池。
318612449.04元奖金滚入下期排列5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2年1月7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排列3排列5 第21298期

排列3 5 8 9

排列5 5 8 9 8 1

直选

组选3

组选6

全国销量
（元）

本省销量
（元）

单注
奖金
（元）

28442742 1304194

中奖情况

全国
中奖
注数

本省
中奖
注数

251

0

1017

1040

346

173

100000

排
列
3

排列5 14432720

7637

0

23988

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