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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拉近群众与体彩的距
离，积极践行体彩的公益属性
及社会责任，2021 年，梅州体
彩在全市范围内共开展 10场
公益体彩进社区活动，普及体
彩公益知识，传递责任彩票理
念。与往年不同的是，此次公
益体彩进社区活动加强了线
上新媒体技术支持，在现场开
展责任彩票理念有奖知识问
答，通过这种形式让市民群众
更深入了解公益体彩及责任
彩票理念。

梅州体彩对当地全民健

身 赛 事 活 动 的 支 持 不 遗 余
力。梅州市运动会、梅州市足
球联赛、省三人篮球联赛等重
大赛事活动中均有体彩的身
影，梅州市体校足球教练刘老
师动情地说：“在整个市运会
中，体彩公益金保障了我们运
动员的衣食住行，为梅州体育
事业的发展贡献了巨大的力
量。”在具有梅州特色的“赴圩
节”、丰顺马图“茶香节”等活
动，梅州体彩更是频频现身，
将公益体彩与文化旅游、乡村
振兴等地区发展事件有机结

合，深入践行中国体育彩票
“来之于民 用之于民”的发行
宗旨，走进乡镇乡村，让群众
切实感受公益成果，彰显责任
体彩的力度和温暖。

责任彩票的建设体现在
日常的一件又一件小事中，
任重而道远。接下来，梅州
体彩将继续以责任为先导，
以安全为保障，推进转型升
级，推动区域共融协调发展，
为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
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贡献
梅州力量。

“快乐购彩 理性投注”、“快
乐购彩五知道”、“禁止未成年人
购彩及兑奖”……如果你到过中
国体育彩票的实体店里，一定见
过理性购彩主题的各类宣传品，
海报、公众手册、显示屏播放的
主题宣传片……其实，体彩的理
性购彩引导，不只是体现在这些
宣传品上，体彩实体店代销者们
在销售过程中，也会第一时间对
购彩者出现的不理性行为进行
劝阻。他们或许会因此引来购
彩者的疑惑、不解甚至质疑，但
他们仍然坚持着自己的行动，在
日常的一件件小事中将责任体

彩的理念贯穿其中，因为这是属
于所有体彩人的责任。

责任彩票工作，是树立责任
担当的意识，使责任的理念和要
求贯穿于体育彩票运营管理活
动中，引导社会价值认同，如今，
体彩实体店担负起越来越多的
社会责任。

“有时个别顾客投注金额比
较大，我都会提醒他们要量力而
为，买彩票一是做公益，二是给
自己一个希望，以不影响正常生
活为限。”中出今年广东第一个7
星 彩 一 等 奖 的 广 州 市
4401031848 体彩实体店代销者

潘女士表示，通过耳濡目染的责
任彩票宣传，如今也有越来越多
的顾客开始感受到，体育彩票带
来的不仅仅是一种游戏的快乐，
还有一份沉甸甸的社会公益责
任。

在广东，像潘女士这样将理
性购彩理念传递到每一位购彩
者的代销者还有很多。肇庆市
4408008066 体彩店业主刘艳从
事体彩行业已有 12 年，见证了
体育彩票在责任彩票方面作出
的贡献并在日常销售中始终践
行理性购彩的理念。刘艳表示，
曾有一位购彩者因生意不好而

沉迷玩足彩，有时中了大奖后便
加大投注额度，便跟他聊了起
来，“购买彩票应当保持平常心，
量力而行，彩票不存在包中的规
律，并非投入的资金多就能中得
丰厚奖金，一夜暴富心态不可取
……”经过一番交谈，他也认同
理性购彩这个观点。此外，最近
有一些营销活动，个别购彩者出
现追号投注，刘艳也劝说他们，
中奖是随机事件，一味追求中
奖，很可能适得其反，可能既丢
失了理智，也失去了购彩乐趣。

中国体育彩票一直以来积
极倡导健康理性购彩，预防非

理性购彩行为的发生。各彩票
实体店代销者也时刻提醒购彩
者，把购买彩票当成一份爱心，
一个爱好，想着自己每买一张
彩票，就会有一份公益的力量
温暖他人；对于中奖要有一颗
正确的认知心，毕竟中奖是一
种幸运，守住生活中的幸福才
是最重要的。

（胡彦 袁奕敏）

“以责任为初心，以公益为己
任”，在建设新时代的青年队伍当
中可见体彩人的身影，为“建设负
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
公益彩票”而努力。

90后小伙“以店为家”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西斗门
248 号 ，有 一 家 编 号 为
3301005674的体彩实体店，该实
体店代销者名叫王新波，今年25
岁的他成为体彩代销者已有两年
时间。

西斗门街往南益乐新村一
带，是杭州外来人口居住较多的
区域之一，实体店的购彩人群也
非常多样，外卖小哥、环卫工人、
外地务工人员、退休老人，企业上
班族，还有刚毕业的大学生等等，
面对不同的人群，代销者更需要
有灵活的应对和交际能力。

王新波自己就是90后，从小
在农村长大，向来喜欢挑战，更乐
于和不同人群、不同阶层、不同年
龄的人打交道，无论是刚毕业的
年轻人或者是七八十岁的长者，
只要是走进实体店的客人，王新
波都能和他交上朋友。

经营体彩实体店的工作并不
轻松，每天的营业时间平均在12
个小时以上，王新波这两年除了
春节规定的假期之外，几乎天天
正常营业，做到了“以店为家”。

起早贪黑对王新波来说也是
家常便饭。每天早上，他尽快开
门，帮喜欢起早锻炼、买菜的退休
老人兑完第一波奖；午间将迎来外
卖小哥、环卫工人的第二波人群；
晚上则是一天中最为繁忙的时间
段，从16点开始到20点，店里是上
班族购彩的主场，21点至22点更是
竞彩游戏的销售高峰期……

等到一天忙完基本上已经是
凌晨12点以后，但用王新波自己
的话来说，这是一件“忙碌而美
好”的事情——大家到店里来购
彩，购的是一份希望和一份收获，
体彩实体店的责任就是在筹集体
彩公益金的同时，为购彩者带去
更多好运，而他自己有幸成为这
份温暖链接的传递者与见证者，
即便再是忙碌，心中亦有满足。

经营诀窍是
与购彩者成为朋友

尽管受到疫情影响，王新波
的体彩实体店经营状况依旧良
好，曾有不少人问起他的经营“诀
窍”，王新波总是会笑着表示，窍

门就是与购彩者成为朋友。
销售过程中，他会认真观察

每位购彩者的性格和习惯，并默
默记在心里，平时只要有空便会
主动跟购彩者交流。经过两年的
经营，王新波的实体店不仅积累
了一批忠实的购彩人群，更收获
了一批能够彼此交心的朋友。

王新波表示，体育彩票是公
益彩票，做好责任彩票宣传和彩
票销售一样重要，在保证足时营
业的同时，更要在日常经营中处
处践行责任彩票的经营理念。

店内曾经来过一位购彩者，
进门就准备拿出5万元进行购彩，
王新波作为代销者，主动上前劝
导对方放平心态，理性购彩。“其
实购彩就是为了给生活增添一点
乐趣，细水长流才更能享受购彩
的快乐。”最后在王新波的劝导
下，该购彩者放弃了大额购彩的
行为，同时也对王新波表示了感
谢。现在，这名购彩者已成为他
店里的一名忠实购彩者。

“像我们这样的青年人，平时
工作压力大，偶尔会有不理性的
行为，我作为同龄人也能感同身
受地理解这种心态，所以自己要
做的，就是以年轻的心态，站在朋
友的立场上来和他们交流，在大
家需要帮助的时候拉他们一把。”

抗疫一线热心公益

近年来，体彩实体店开始担
负起越来越多的社会责任，作为
一名代销者，王新波除了销售彩
票之外，还一直为老百姓提供便
民服务，经常邀请大家“走进来”，
到店里来坐一坐，哪怕是来拉家
常、唠唠嗑、取暖纳凉、蹭蹭无线
网。炎炎夏日，他会邀请环卫工
人进店休息；冷冽寒冬，他会利用
店内的体彩驿站为他们加热饭
菜，热水更是常年供应。久而久
之，他的体彩店便成了附近居民
喜欢歇脚的地方。

不仅如此，如今王新波还做
到了“走出去”。 今年以来，疫情
反复出现，各地体彩人挺身而出、
坚守一线，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彰
显责任担当。王新波就是其中一
员，他积极响应社区号召，主动加
入到志愿者的队伍中，投身疫情
防控工作，用自身力量践行体彩
人的初心和使命。

“作为一名体彩人，宣传和助
力体彩公益事业是我的职责，未
来，我更希望在抗疫、助老、帮困
等事情上贡献体彩人的一份力
量。”王新波自豪地说道。

近期，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群众
比赛体育舞蹈、中国象棋河源市选拔赛
先后于河源市文化馆落幕，成功晋级的
选手将代表河源市参加广东省第十六届
运动会群众比赛。两项赛事活动均得到
体彩公益金的支持。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群众比赛（体
育舞蹈）河源市选拔赛共吸引了40名体
育舞蹈爱好者参加。他们用热情、优美的
舞姿，为现场观众献上了一场精彩的视觉

盛宴，展示了高水平的舞技和积极向上的
精神风貌。此次比赛为体育舞蹈运动员、
爱好者提供了交流学习、展现自我风采的
舞台，助推全民健身活动深入开展。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群众比赛
（中国象棋）河源市选拔赛分为男女子
成年组、男女子青年组4个竞赛组别，共
有60余名中国象棋爱好者。赛程中，棋
手们凝神静气、沉着应战，在棋盘“战
场”上进行着激烈博弈。他们布兵摆

阵，每走一步都思虑周全、小心翼翼。
比赛在一片兵来卒往、炮飞马跳中有序
进行。经过六轮激烈的博弈，共有10名
选手代表河源市晋级省赛。

近年来，河源体彩始终秉承“来之于
民 用之于民”的宗旨，利用体彩公益金
大力支持全民健身活动，援建公共体育
场地设施，推动当地群众体育活动繁荣
发展，用实际行动践行公益彩票的责任
与担当。 （胡彦 袁奕敏）

小宋在单位主要负责文
字工作，这可是纯脑力劳动，
耗心耗血不说，加班加点是常
有的事。

很多人不喜欢文字工作，但
小宋不一样。他常常跟别人说：

“我可能天生就是写材料的命，
上学时就对数字不敏感，现在这
毛病也没改，一遇到报表就头
疼。”同事有的不理解，现在报表

系统功能都很强大，汇个表是分
分钟搞定的事，不比挖空心思爬
格子强。但大家也就是这么想
想而已，正所谓“萝卜白菜，各有
所爱”，个人的喜好千差万别，又
怎能苛求一样呢。

小宋讨厌数字，但却不讨
厌彩票，他不时光顾家门口那
家彩票站，有时来了兴致，会在
彩票走势图前琢磨好一会儿。
有时赶时间，就随机打上几
注。小宋细水长流，隔三岔五
买上两注，中过小奖，但从来没
有大奖青睐他。中不了大奖，
他也乐此不疲，他对妻子说权

当一乐，功利心不能太强。
这天晚上，小宋又在台灯

前苦思冥想写材料。搞财务的
妻子见了生气地说：“你说你点
灯熬油的图什么啊，不行干点
别的吧，这样长久下去还不弄
个早衰？”小宋摇摇头说：“没辙
啊，老婆。我们单位你不知道，
业务性太强，除了表就是数，那
些都是我讨厌的，干点力所能
及的我已经很知足。”“报个表
有啥难的，你把 excel 弄透了，
报表多简单点事，不比这劳什
子强？”妻子不屑地说。

（朱延嵩）

大乐透：前区：大号强势，
大小比关注3：2防4：1。和值上
升，关注90—120之间。奇偶均
衡，关注奇偶比3：2或2：3。012
路关注1：2：2。连号淡出，关注
散号。后区首防双小、奇偶组
合，次防一大一小、双奇组合。

7星彩：302—134—268—
645—920—401+3、4、6。

排列 3：精 选 号 码 三 注 ：
105、378、014。

排列 5：精 选 号 码 三 注 ：
28013、98254、67154。

（加纯）

文/羊城晚报记者 胡彦 通讯员 袁奕敏 插图 采采

新生代体彩小伙
顾店抗疫两不误

羊城晚报记者 胡彦 通讯员 袁奕敏

河源体彩公益金助力 两项赛事圆满落幕

报表（上）
插图 采采

广东引导购彩者理性购彩

体彩实体店是体彩的形象，
也是无数体彩人的生存根本，梅
州体彩始终秉承责任彩票理念，
将代销者的切身利益放在第一
位。2021年，梅州体彩对 140家
实体店的店面形象进行提档升
级，店内责任彩票、开奖公告等专
栏焕然一新，实体店以新面貌、新
形象服务购彩者，增强购彩者的
购彩体验，提升梅州市体彩品牌
形象。同时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
14 家低销量实体店实施精准帮
扶，派驻培训师到店与业主一对
一培训交流，帮助实体店增加销
量，提升经营者的信心。对此，业
主冯先生赞不绝口：“因为疫情的
影响，门店的销量不好，幸亏市体

彩中心没有放弃我们，这让我感
受到体彩这个大家庭的温暖，我
要好好跟着优秀的前辈学习，努
力提升自身业务水平。”

帮扶暖人心，为群众办好实
事，梅州体彩人从未停下脚步。
今年年初，梅州城区主要交通路
口安全岛出现了20顶印着“中国
体育彩票 国家公益彩票”“全力
创建全国足球发展重点城市”标
语的遮阳棚，路过的市民陈先生
表示：“这些遮阳棚能为市民、交
警遮阳挡雨，非常实用！”遮风雨
促文明，梅州体彩深刻践行“我
为群众办实事”，以实际行动不
断诠释体育彩票作为国家公益彩
票的深刻内涵。

“梅州体彩中心党支部将党
史学习教育的课堂开到店里，党
史学习教育与责任彩票理念相结
合，不仅拉近了市中心与我们的
距离，还能很好地将党史学习教
育内容和责任彩票的理念切实宣
贯到了体彩一线，效果非常好。”
梅 州 市 金 山 街 道 公 园 路
4412030393 实体店业主陈女士
和众多体彩业主一样，都是梅州
体彩中心将党史学习教育课堂开

到一线实体店的“学生”。
党课走进体彩实体店，提醒

着众多体彩人要牢记初心使
命，坚定体育彩票是国家公益
彩票定位，传播责任体彩理念，
为梅州体彩的高质量发展贡献
一份力量。陈女士自豪地说：

“体彩是国家公益彩票，我平时
会规劝店里的非理性购彩者，
告诉他们不能因为彩票而耽误
了自己的生活，买彩票要当作

做公益，中不中奖都要学会平
常心看待。”

梅州体彩中心始终践行合
一，将党史学习教育精神落实
到日常工作中。梅州体彩要求
专管员每月都要对实体店开展
责任彩票巡检工作，做好实体
店培训、指导和宣传工作，防范
实体店业务风险和经营风险，
守好一线关卡，切实将责任彩
票落到实处。

梅州体彩落实帮扶践行公益
2021年梅州实现销量4.187亿元，筹集体彩公益金3128万元

使命在心，责任在
肩。梅州体彩深入推进责

任彩票建设各项工作，强化合
规运营，坚守安全发行底线。在
梅州市全体体彩人的共同努力下，
2021年梅州实现销量4.187亿元，
为梅州筹集体彩公益金 3128 万
元，为推动梅州体育事业发展，全
力建设足球特区和全国足球发
展重点城市，振兴梅州足

球之乡，贡献了体彩
力量。党课走进体彩实体店

提档升级140家店

支持全民健身赛事活动

A

B
C

大号强势 和值上升
——析体彩玩法走势

广东体彩
网点征召平台

图/粤体彩

债权转让通知书
珠海市香洲区拱北贰拾壹酒吧、黄振华 ：

我司已于 2022 年 4 月 1 日将（2020）粤 0402 民初 3098 号《民事判决书》中确

认的我司享有的全部债权（暂计至 2022年 4月 1日为 78257.55元，实际按上述判

决书算至付清之日）及相关的其他（从）权利转让给梁志伟先生。

请你们在收到本通知后直接、积极向梁志伟先生履行上述债务，无需再向

我司清偿债权。

特此通知。

珠海粤冠酒业有限公司

发还公示
因案件需要，我支队拟发还下列物

品，请物品持有人或持有人家属持我支

队办案人员开具的物品扣押材料和本

人身份证明材料来我支队领取。公示

6个月后无人领取的，将上缴国库。

1、2012 年 5 月 6 日，吐尔逊阿依·

买买提的手机 2部、手机卡 2张;
2、2016 年 8 月 25 日，赵晓斌的豫

H86056 号牌奥迪小车 1 辆、驾驶证、银

行卡;史鹏飞的身份证、银行卡;
3、2014年 5月 15日，吴瑞珠的手机

3部、手机卡 3张、钥匙、电子称 1台。

联系人：朱警官、李警官。联系电

话：83114120。

联系地址：广州市白云区政通路 13
号。

广州市公安局禁毒支队

2022年 5月 18日

遗失声明
连南瑶族自治县三江镇农业技术推广
服务中心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永和镇
向阳村中阳第四经济合作社尹仁法遗
失 农 村 土 地 承 包 经 营 权 证, 证 号:
441825100210100027J,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南雄市劳动力市场服务中心遗失《事业
单位法人证书》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12440282725474780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南雄市公益职业介绍所遗失《事业单
位法人证书》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12440282789487425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广州市海珠区瑞成商贸城
A052 商铺个体工商户陈佳鑫遗失营业
执 照 正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2440101MA5AD0DL0E，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番禺区南村景跃粮油店遗失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440101MA5AAYCX9F，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荔湾区怡富食品商行遗
失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2440101MA59RQGUX8，编
号：S0392014032929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林柯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遗失公司
私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粤港澳大湾区500千伏外环西段工程环境
影响评价信息第二次公示

为了优化粤港澳大湾区网架结构，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肇庆供电局拟建
设粤港澳大湾区 500 千伏外环西段工程。该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由中国电力
工程顾问集团中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承担。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现将工程基本情况、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等予以公示，征求公众对本工程
环境保护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工程名称：粤港澳大湾区 500千伏外环西段工程。
工程地点：本工程新建线路经过了阳江市阳西县，阳东县，阳春市；云浮市罗定
市，郁南县，云安区；肇庆市德庆县，高要区，广宁县，四会市；清远市清新区，清城
区。500kV 回隆站位于阳江市阳西县程村镇，于 2016 年 9 月建成投产；500kV 蝶
岭站位于阳江市阳东县塘坪镇，于 2009 年 9 月建成投产；500kV 卧龙站位于云浮
市云安区白石镇，于 2016年 12月建成投产；500kV清城站站址位于清远市清城区
石角镇，正在建设中。工程组成和规模：（一）500kV线路新建工程：新建 500kV回
隆~蝶岭~卧龙~清城线路，按 2 条单回线路并行走线架设，线路路径总长约
691.5km。（二）变电站扩建工程：（1）500kV回隆变电站出线间隔扩建工程，本期拟
在站内扩建 500kV出线间隔 2个。（2）500kV蝶岭变电站出线间隔扩建工程，本期
拟在站内扩建 500kV出线间隔 2个。（3）500kV卧龙变电站扩建工程，本期拟扩建
1×180MVar 高压电抗器和 500kV 出线间隔 4 个。（4）500kV 清城变电站扩建工程，
本期拟在站内扩建 2×120MVar高压电抗器和 500kV出线间隔 2个。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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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环境
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网络链接：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网站：http://www.
gd.csg.cn/gsgg。（二）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公众可前往以下单位查阅：广
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肇庆供电局（地址：肇庆市端州区信安路 88 号）；中国电力
工程顾问集团中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中南二路 12
号）。二、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为：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关于本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和环境保护方面的意见和建
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之外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也可提出宝贵意见。三、公
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同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网络链接或公告附
件。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若有与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和环境保
护有关的建议和意见，请按上述网络连接下载填写《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
意见表》，将填写好的表格按如下方式邮寄或邮件至建设单位。五、公众提出意
见的起止时间：本公告发布日期起十个工作日内。
联系方式：建设单位：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肇庆供电局, 联系人：梁工
联系电话：0758-2977062 电子邮件：459969003@qq.com 邮编：526060
环评单位：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中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联系人：周工
联系电话：027-65262752 电子邮件：865104023@qq.com 邮编：430071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肇庆供电局 2022年 5月 18日

遗失声明：广州市越秀区东方花苑第二
届业主委员会遗失广州市越秀区东方
花苑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公章一枚，特
此声明该章作废。

遗失声明
英德市万佳食品配送有限公司遗失食
品 经 营 许 可 证 正 本 ，编 号 ：
JY14418810111140，声明作废。

分类广告

地址：广州市黄埔大道
中309号自编3
-10A一楼

上门广告服务代理

锦洪广告

本版信息由大众提供，
请需者谨慎选择！

每格1×3.5c㎡
●每格可放一行标

题三行内文或每格

放四行内文。

●每格200元。

电 话 ：020- 87566523
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
242 号丰兴广场 B 座
1110室

彩票开奖公告栏 开奖时间：2022年5月17日 ●●●●●●●●●●

“南粤风采”36选7 第20221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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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6

51

83

1913

0

17362

8676

25500

8300

19130

中奖情况

8681

1446

500

100

10

36选7投注总金额：285192元
中奖基本号码：34 36 19 29 30 17 特别号码：23

好彩36投注总金额：5356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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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944

500718

中奖注数

475

1132

单注奖金（元）

37

222

累计奖金346160元滚入下期一等奖。

好彩1 第2022127期

投注总金额：428206元，奖池资金余额：1497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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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5854
17856
3288
1208

6234
804
755
285

46
15
5
5

广东省体育彩票中心
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授权发布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16347526元
284981710.59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2年7月18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七星彩 第220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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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14

655

12688

358234

371596

109379

3000

500

30

5

中奖情况

本期开奖号码：

应派奖金合计
（元）

0

546895

42000

327500

380640

1791170

3088205

3 1 9 4 6 2 + 13

双色球 第2022055期

本期投注总额：350153658元；广东省投注额：44473112元；
奖池资金累计金额19715391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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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09 28 33 04 26 03
奖级 全国中奖注数 本省中奖注数每注奖金（元）

4
77
953

57092
1117611
10974593

0
10
129
7947

151293
1444863

9562440
296262
3000
200
10
5

3D 第2022127期

中奖号码 2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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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2613
0

4010
515
33
1
12
0
0
1
2

966

1040
346
173
10
104
470
21
693
173
606
86
14

2717520
0

693730
5150
3432
470
252
0
0

606
172

13524

本期投注总额：3439720元；本期中奖总额：3434856元；
奖池资金余额：8816477元。

5703222.04元奖金滚入下期排列3奖池。
457728743.96元奖金滚入下期排列5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2年7月18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排列3排列5 第22127期

排列3 1 1 7

排列5 1 1 7 6 8

直选

组选3

组选6

全国销量
（元）

本省销量
（元）

单注
奖金
（元）

35775426 1555552

中奖情况

全国
中奖
注数

8497

26180

0

46

本省
中奖
注数

519

599

0

1040

346

173

100000

排
列
3

排列5 145987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