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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
的《关于加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学
院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内涵丰富、寓意深刻，其中所提到的

“扎实推动马克思主义学院内涵式
发展”更是指明了新时代马克思主
义学院建设的发展方向。马克思主
义学院自身的特质，决定其不仅仅
是人才培养的重要场所，更是我国
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阵地。新时代
实现马克思主义学院内涵式发展，
就必须从以人才目标作为战略目
标、以学科建设作为战略支撑、以党
的领导作为基本特质、以立德树人
作为职责使命。

一、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学院内
涵式发展的战略目标：人才培养

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教育教学工
作对于加强高校学生意识形态教育
具有特殊意义，这就要求我们在办
学工作上要坚定立场，坚持马克思
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
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
位，不断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

工作。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教学要引
导学生学习、领会、运用马克思主义
理论，来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同时，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
成果的教学和研究作为重中之重，
着力打造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教
学、研究宣传和人才培养的坚强阵
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学院在教学工作中，不仅要教育学
生读万卷书，更要行万里路。当前，
我国正朝着第二个百年目标奋斗，
应号召高校学子走出校园，深入基
层开展社会实践，才是真正地将马
克思主义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马克思主义学院培养的高校学
子，应当是政治立场坚定、有责任担
当的社会主义接班人。具体而言，
学院所培育的高校学子要“知马”、

“言马”、更要“信马”，应当提高政治
素养、增强政治意识、坚定马克思主
义的政治立场，立志于为社会主义
事业奋斗终身。当前，强国一代的
高校青年正值国家发展的黄金时
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
任落到当代青年的身上，这是历史
赋予我们的重任，要坚定马克思主

义的信仰，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与个人梦想相结合，在激情
与奋斗中将它实现。

二、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学院内
涵式发展的战略支撑：学科建设

学科建设是马克思主义学院发
展的基础，也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
学院内涵式发展的战略支撑。《意
见》强调“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
科建设，把准学科定位方向，充分发
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引领作
用”。当前，马克思主义学院学科建
设进入到新阶段，日新月异的社会
变化，以及波云诡谲的国际局势对
马克思主义学院学科建设提出了新
的要求。加强学科建设，既是当前
的政治需要，同时也是现实需求。

加强学科建设，坚定方向是前
提。马克思主义学院是高校意识形
态领域的指导阵地，政治性是其鲜
明特性。马克思主义学院学科建设
更要把准学科定位，注重学科发展
的政治性与学术性相结合，明确学
科发展方向，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
理论学科引领作用。

加强学科建设，完善体系是重

点。马克思主义学院是马克思主义
理论学科建设的主要战场。近年
来，马克思主义学院顺应国家和社
会发展需求，形成了相对完善的学
科体系，为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
究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新的
时代发展要求马克思主义学院要进
一步加强学科建设，必须进一步完
善学科体系，从传统的灌输型体系
转向引导式教学，找准切入点、聚焦
点、结合点，注重马克思主义理论体
系科学化、专业化建设，注重马克思
主义理论与其他课程的跨学科深度
研究发展，以现实依据为导向进一
步完善及优化学科体系。

加强学科建设，深化改革是
关键。马克思主义学院要转变传
统的“思政课程”思维模式，推进

“课程思政”建设发展，发挥“思政
课程”与“课程思政”的协同育人
功能，就必须将党的理论与各门
课程融入结合，切实提升各科教
材的政治性、时代性；同时要贯彻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用性，增强
专业课程的科学性、可读性，从而
扩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领地，

守住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意识形态
阵地，切实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
学科引领作用”。

三、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学院内
涵式发展的基本特质：党的领导

马克思主义学院由于其学科专
业以及承载使命的特殊性，对其既
有普通学院式的发展要求，同时亦
有作为特殊学院式的示范要求。当
前，推动马克思主义学院从外延式
增长辐射转向内涵式发展是推动马
克思主义学院走向高质量建设发展
阶段，提升自我发展空间的必然要
求。实现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学院内
涵式发展的基本特质便是坚持党的
领导，这既是对新时代加强党的全
面领导的现实回应，也是实现马克
思主义学院学科发展、队伍建设、平
台搭建、方法创新、体制机制等内容
完善的根本保障。

为加强党对马克思主义学院内
涵式发展的领导作用，一方面马克
思主义学院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方
针政策，另一方面要发挥好各级党
委领头羊的带头作用。

简言之，马克思主义学院以马

克思主义信仰为原则，紧紧团结在
党中央周围，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办
院特色，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
辩证统一，坚持立德树人的导向理
念，形成政治定调、学术引领、教师
主导、育人为先的发展模式。

四、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学院内
涵式发展的职责使命：立德树人

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中心
环节，立德树人是“立育人之德”与

“树有德之人”的有机统一，是马克
思主义学院发展的“坐标系”与“动
力源”。新时代实现马克思主义学
院内涵式发展，就必须以立德树人
作为其职责使命。一方面，要坚持
把立德树人作为马克思主义学院开
展理论教育工作的根本任务，在提
高学生专业素养的同时注重品德
培养，使教育同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要求相适应、同人的发展规律相契
合。同时要将立德树人作为检验
马克思主义学院育人成效的核心
标准，将马克思主义学院打造成马
克思主义理论教学和培养全面发
展人才的重要基地。另一方面，作
为马克思主义学院铸魂育人的必

然要求，立德树人是新时代贯彻党
的教育方针的根本要求，也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本质的核心所
在。要实现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学
院的内涵式发展，就必须把立德树
人作为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开展教
育活动的中心环节，从而将马克思
主义学院建设为服务党和国家工
作大局的坚强阵地。

新时代实现马克思主义学院的
内涵式发展必须要认真贯彻落实

《意见》中对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学院
建设的指导思想，应继续践行立德
树人根本职责使命，明确马克思主
义学院的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树人，
落实立德树人是思想政治教育根
本任务，把立德树人的成效作为检
验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的根本标
准，让马克思主义学院成为培养全
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的重要基地，为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实学理支撑
和人才支持。

（作者是广州中医药大学马克
思主义学院教授、副院长）

实事求是贯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三次飞跃全过程
学习贯彻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占毅 黄叶青

扎实推进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内涵式发展 □刘秦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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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彩晚好彩晚

为扎实推进“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落到实处，今年，广
东体彩在梅州、韶关、云浮、揭
阳、肇庆、潮州六地开展“情系山
区 送书助学”活动，进一步推进
老区苏区中小学教育和体育工
作，助力革命老区苏区发展。

助力乡村振兴
日前，2021年广东体彩“情系

山区 送书助学”活动已经圆满收
官。活动向潮州汤溪学校、梅州

马图小学、揭阳日新学校、韶关城
口学校、云浮罗平镇中心小学、肇
庆坑口镇中心小学共出资 21万
元，累计为学生捐赠书架24个、新
图书2.1万册，惠及学生上万名。

此次广东体彩“情系山区
送书助学”活动资助的书籍不仅
数量多，而且种类非常丰富，涵
盖了中国传统文化、童话、中外
文学经典、儿童百科、寓言故事、
学习字典等多种图书，能够有效
满足学生的阅读需求。

促进全面发展
少年强，则国强。在“情系

山区 送书助学”活动中，潮州、
梅州、揭阳、韶关、云浮和肇庆六
个地市体彩中心还向学校资助
了一批体育器材，为孩子们带来
了篮球、跳绳等体育用品，希望
孩子们加强体育锻炼，争当“德
智体美劳”全面健康发展的好学
生。在梅州马图小学，当看到崭
新的足球、篮球、乒乓球、羽毛球
及书包、文具等一批文体物资运
送到学校时，学生们欢呼雀跃，
纷纷表示会充分利用好这些体
育器材，加强体育锻炼，增强体
质健康。

点燃薪火力量
今年，“情系山区 送书助学”

活动还结合“红色教育”，将弘扬
红色历史、讲好红色故事与爱心
图书捐赠结合起来。在潮州饶平
的汤溪学校，革命先辈后代涂长
城为学生们讲述了革命历史故

事，让红色基因薪火相传。学生
们对于革命故事兴趣颇深，在听
讲时认真专注并仔细记录，一致
认为要向革命先辈学习，传承好
革命传统和中华体育精神；在韶
关城口学校，依托城口镇深厚的
历史文化和红色文化资源丰富，
传承红军革命精神和爱国主义情
怀早已成为师生共识，此次“情系
山区 送书助学”活动走进城口学
校，也旨在鼓励同学们传承红色
基因，点燃薪火力量，在这片红色
沃土上奋发有为。

爱心助学，体彩从未停歇。
从 2015 年开始，广东体彩已经
连续七年参与“情系山区 送书
助学”专项公益活动，共出资
122.5 万元，累计捐赠书架 140
个，新图书122500册，在全省14
个地市的 36所学校建立起广受
师生们欢迎的“爱心图书室”。
此举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
彰显了公益体彩的责任担当，充
分体现了中国体育彩票“来之于
民，用之于民”的发行宗旨。

真的是一雨便成秋，刘明像
往常一样，骑上那辆共享单车冲
进了蒙蒙细雨。雨停了，刘明不
知不觉来到了经过整治的小河
边，曾经的“龙须沟”华丽变身
为网红打卡地，粼粼波光荡漾开
来就是一幅岭南水乡风情画。
刘明把单车停好，迈着碎步贪婪
地欣赏着风景，冷不防差点与人
撞了个满怀。接着有女中音在
埋怨：“你这个人好奇怪，有啥
东西看得那样着迷？”

刘明赶紧道歉，抬起头发现
是同事李敏，脸不由得红得像关
公。李敏瞪大眼睛：“我的小腿
生疼生疼的，是不是该马上送我
到医院？”这年头，女生撞了男
生是“故事”，男生撞了女生则
是“事故”，刘明正在打急救电

话，李敏却制止了：“我没那么
娇气，扶我去附近诊所贴一剂膏
药就行了。”

刘明只得伸出手，哪知李敏
又拒绝了，露出洁白的牙齿一笑
说：“我只有一个条件，你答应
了，我就既往不咎。”刘明认真
地说：“只要我能办到，一万个
也行。”李敏平静地说：“这样
吧，跟我一块儿买彩票去，这事
就算了结啦。”刘明点点头：

“行，太行啦。” （袁斗成）

大乐透：
前区：大小均
衡，大小比关
注 3：2 或 2：
3。和值平稳，关注80—100之
间。奇数热出，关注奇偶比 3：
2 防 4：1。012 路关注 2：2：1。
连号淡出，关注散号。后区首
防一大一小、双奇组合，次防双
小、双偶组合。

7星彩：042—928—434—
378—123—529+1、2、7。

排列 3：精选号码三注：
896、932、397。

排列 5：精选号码三注：
14127、05785、61050。

（福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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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
重要历史时刻，在胜利实现第一个
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正在全面开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新征程的重大历史关头，党的十九
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
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
经验的决议》（简称《决议》）。《决议》
全面总结了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
和历史经验，首次正式提出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的三次飞跃：毛泽东思
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
史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
飞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新的飞跃。三次飞跃充分彰显了以
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习近平同
志为杰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
不同历史时期领导全国人民运用马
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结合
每一个历史时期的具体实际情况，
实事求是，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

中国大地落地生根、发芽开花、成熟
结果，使之具有中国元素、中国风
格、中国气派、中国特色，从而解决
中国问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
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勇于探索和
推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创新与发
展。纵观百年大党理论自觉与理论
发展的历史脉络，不难看出，实事求
是，始终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三次飞跃的全过程，犹如一根蜿蜒
盘旋、螺旋上升的主轴线，前后相
继，一以贯之。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十月革命
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
宁主义。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
国共产党人，充分借鉴国外尤其是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宝贵经验，深
刻总结中国革命实践的历史经验和
教训，尤其是结合当时中国的具体
实际，开辟了一条马克思主义在中

国发展的新道路，创造性地提出了
与俄国“城市中心论”完全相反的农
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
道路，开始形成毛泽东思想。随着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毛泽东思
想在实践中不断得到检验、丰富和
发展，并逐步走向成熟，于1945年在
党的七大上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
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
次历史性飞跃。早在1930年5月，毛
泽东同志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就指
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中国革
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
国情况。”后来在延安整风时期，毛泽
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又专
门就“实事求是”做了精辟的注解。
实事求是与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共同
构成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

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这个科学命题最早是由毛泽东
同志于1938年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
上所作《论新阶段》的报告中提出：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

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
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
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
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
期，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
产党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创
立了邓小平理论，作出将党和国家
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成
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邓小
平同志于 1992 年南巡谈话时曾经
语重心长地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
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
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
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
是。”邓小平同志始终坚持一切从实
际出发，经常倡导“拿事实来说话”，
多次强调自己是“实事求是派”：“我
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
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
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
个。”一言以蔽之，改革开放和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邓小平

同志、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为主
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
真务实，从实际出发，坚持和发展马
克思主义，“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新的飞跃。”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
的飞跃。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坚持实事求是，从中国实际
出发，洞察时代大势，把握历史主
动，进行艰辛探索，不断推进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指导中国人民
不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

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关键时期。党的十八大以
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牢牢
把握两个“没有变”：我国仍处于并

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
本国情没有变，我国仍然是世界最
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
变，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
个最大的实际，实事求是，高瞻远
瞩，统筹把握国际国内“两个大局”，
运筹帷幄，擘画蓝图，推动党和国家
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
变革，对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
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
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
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
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
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
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
新战略，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与此同时，
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
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实事求是乃是马克思主义的精

髓和要义，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全过程。一部百年党史，可以说
是一部持续探索并不断推进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百年党史已经
雄辩地证明：什么时候坚持实事求
是，党的事业就会蒸蒸日上、欣欣向
荣、积极向好；什么时候偏离甚至背
离了实事求是，党的事业就会遭受
挫折、失败。新时代新征程新起点，
中国共产党人继续深入推进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促进党的
理论创新与发展，唯有且必须从党
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中
汲取丰富营养和智慧，牢牢把握实
事求是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精髓，
紧紧围绕实事求是这个主轴线，解
放思想，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砥砺
前行，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
供理论支撑、精神动力和行动指南。

（作者是广州航海学院马克思
主义学院教授、法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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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行定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星期五）上午 9 时 30 分在本行拍卖如

下租赁权：
海丰县食品企业集团公司 109处商铺租赁权，请见《海丰县食品企业集团公

司 109处商铺租赁权详细情况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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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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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2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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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 20日

减资公告：乳源瑶族自治县新豪畜牧科
技 有 限 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40232MA54W6LG5N）经股东会决议
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
注册资金由人民币 500万元减少至人民
币 5 万元，请债权人自见报起 45 日内向
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请
求 。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韶关市乳源县麦田沅农业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232MA547DDU1X）经 股 东 会 决 议
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
注册资金由人民币 500万元减少至人民
币 5 万元，请债权人自见报起 45 日内向
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请
求 。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茂名市茂龙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440902MA4URH240P）经股东
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
册资本，注册资金由人民币 6000 万元
减少至人民币 500 万元，请债权人自见
报起 45 日内向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提
供相应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广州亿利昶服饰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440101MA5CW0K094）股东会
决定，本公司注册资本从 898 万元减至
100万元。请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
起四十五日内，向本公司要求清偿债务
或提供相应的担保。特此公告。

规划调整公告
现有佛山市高明区全达房地产有

限公司申请其位于佛山市高明区荷城
街道泰和路的泰丰华府项目总平面规
划方案修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
乡规划法》，本局将对该规划方案进行
批前公示，请利害关系人留意查看，如
有意见可向佛山市自然资源局高明分
局提出。

公示地址：建设项目现场；
公示网站：佛山市高明区人民政府

网站（http://www.gaoming.gov.cn/）
公 示 时 间 ：2021 年 12 月 17 日 至

2021年 12月 28日
联系电话：0757-88231399
电子邮箱：jsgh@gaoming.gov.cn

遗失声明
河南省太行隧道工程劳务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财务专用章各一枚，现声明作
废。

遗失声明
乳源瑶族自治县新豪畜牧科技有限公
司遗失公章一枚，编码 4402320026255，
声明作废。

广东省汕头市潮阳区人民法院
公 告

陈 克 彬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440524197603054537）：

本院受理原告吴武锡诉你民间借
贷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21）粤 0513 民初 1868 号民事判决
书。本院判决: 你应在本判决生效之
日 起 十 日 内 付 还 原 告 吴 武 锡 借 款
50000元以及逾期利息（按一年期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从 2021 年 8 月 31 日计
至还清之日止）。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送达之
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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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十七日

减资公告
茂名市鸿洋石化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440902398183045A）经股东会
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
资本，注册资金由人民币 5100 万元减少
至人民币 500 万元，请债权人自见报起
45 日内向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提供相
应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遗失声明：广东省遂溪县洋青镇胜利村
新兴经济合作社遗失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 登 记 证 正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N1440823338364071C，声明作废。

广东省汕头市潮阳区人民法院
公 告

谢 建 平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513021199604046831）：

本院受理原告黄楚鑫诉你民间借
贷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21）粤 0513 民 初 1423 号 民 事 判 决
书。本院判决: 你应在应在本判决生效
后十日内付还原告黄楚鑫借款 12500
元。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汕头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特此公告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十七日

广东省汕头市潮阳区人民法院
公 告

陈 恩 龙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440582198906284514）：

本院受理原告陈佩璇诉你离婚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粤 0513 民初 1538 号民事判决书。本
院判决: 不准原告陈佩璇与你离婚。
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汕头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特此公告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十五日

遗失声明
经营者林大明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
副本，许可编号:JY24405130068747，现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经营者陆电裕遗失营业执照正本一份，
注册号:440582600242253，现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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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9日 ●●●●●●●●●●

“南粤风采”36选7 第20213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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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48

120

2499

0

0

10398

24000

12000

24990

中奖情况

5199

500

100

10

36选7投注总金额：336686元
中奖基本号码：27 04 25 17 12 18 特别号码：30

好彩36投注总金额：539810元

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类别

好彩2
好彩3

投注额（元）

35148

504662

中奖注数

381

590

单注奖金（元）

46

429

累计奖金1998416元滚入下期一等奖。

好彩1 第2021339期

投注总金额：4056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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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蛇 冬 北

数字

生肖

季节

方位

393972
9010
1412
1212

10196
285
102
134

46
15
5
5

3D 第2021339期

本期投注总额：2822146元；本期中奖总额：1985092元；
奖池资金余额：10862633元。

中奖号码 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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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522
0

2278
167
30
0
10
0
0
1
2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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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2880
0

394094
1670
3120
0

210
0
0

606
172
2340

排列3排列5 第21339期

11726885.76元奖金滚入下期排列3奖池。
302176210.84元奖金滚入下期排列5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2年2月17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排列3 1 8 9

排列5 1 8 9 6 2

直选

组选3

组选6

全国销量
（元）

本省销量
（元）

单注
奖金
（元）

27269780 1253248

中奖情况

全国
中奖
注数

9958

0

30540

38

本省
中奖
注数

492

0

1117

1040

346

173

100000

排
列
3

排列5 14893060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17456190元
300042759.07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2年2月17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七星彩 第21146期

奖级
中奖
注数

单注奖金
（元）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合计

0

10

10

803

13798

477833

492454

53189

3000

500

30

5

中奖情况

本期开奖号码：

应派奖金合计
（元）

0

531890

30000

401500

413940

2389165

3766495

0 1 3 8 0 1 + 11

双色球 第2021145期

本期投注总额：517254362元；广东省投注额：63429374元；
奖池资金累计金额1064375720元滚入下期一等奖；
下期一等奖特别奖派奖金额：32870635元。
下期六等奖翻番奖派奖金额：2630107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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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4 26 07 16 04 09
奖级 全国中奖注数 本省中奖注数每注奖金（元）

10
159
1811

106304
1896251
13235094

0
29
240

13902
235968
1655257

7832457
222677
3000
200
10
5

一等奖特别奖派奖

六等奖翻番奖派奖

3
8029774

7832457
5

0
9947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