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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广东省体彩中心开奖公告为准。

中奖情况

（第

20006

期

1

月

13

日开奖）

后区号码前区号码

开奖号码

超级大乐透

22�32�09�31�25�08�12

1474266993.99元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时间截止日为２０20年3月13

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奖级

一等奖

（追加）

二等奖

（追加）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七等奖

八等奖

九等奖

合计

中奖注数

1

0

106

28

153

755

17251

23015

33743

754610

7471962

单注奖金（元）

10000000

118123

94498

10000

3000

300

200

100

15

5

应派奖金合计（元）

10000000

0

12521038

2645944

1530000

2265000

5175300

4603000

3374300

11319150

37359810

90793542

排列3

0 � 8 � 1

（第

20013

期

1

月

13

日开奖）

排列5

0 � 8 � 1 � 0 � 7

（第

20013

期

1

月

13

日开奖）

（第

20005

期

1

月

13

日开奖）

足球胜负彩、任选9场

中奖情况

3+3+0+3+1+0+0+0+3+1+3+3+0+3

（第

20005

期

1

月

13

日开奖）

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负

中奖情况

3+3+1+0+3+3+1+1+0+0+0+0

（第

20005

期

1

月

13

日开奖）

足球4场进球

中奖情况

3

+

+0+1+2+0+1+1+3

+

体彩闲情

2020.1.14��星期二

INFORMATION TIMES

A20

责编：范诗曼 美编：何建玲 校对：段丁

开奖信息

地市彩讯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学钢 通讯员

许健）

浓浓的眉，瘦削的脸，皮肤晒得

通红。 在茂名市体彩中心办理兑奖手

续时， 林先生时常用手抓脑袋上的头

发，笑得憨厚。近日，他在高州坡头二街

45 号的 4410060086 号体彩投注站，花

费 90 元随意买下 9 张“中国红” 顶呱

刮，一击击中 25 万元大奖。面对这笔意

外之喜，他希望可以将一半奖金拿来帮

助自己的贫困客户。

公益志愿者中奖

林先生今年 30 岁出头， 出生在高

州一个贫穷乡镇里。 85 后出生的他从

25 岁开始积极参与志愿者公益服务，

在这个行业摸爬滚打了 5 年多，如今林

先生已在高州城区里拥有一家自己的

店面，选择老人临终关怀服务行业，他

表示更多的是出于热爱，“想要给老人

们最好的器械和服务，帮助他们晚年有

尊严的活着， 让老人及他们的子女亲

属都心安。 ”

工作中，林先生曾免费为许多客户

服务过，“有的老人家庭太贫困了，家里

没钱的也就不收钱。 ”根据当地行业价

格， 林先生收取的服务价格在数百元

一天。 从业几年里，最多的一年，他曾

免去三四十家客户的费用。

奖金帮助贫困的人

接触了太多贫困的人，明白他们生

活的艰辛，林先生才想要把奖金用来帮

助他们。 他说，“对我而言，这次中奖就

是个意外，随手拿 9 张竟然中了。所以，

对这笔钱并不是很看重。 ”

原来，中奖那天傍晚，林先生饭后

在家附近散步， 刚好经过坡头二街的

4410060086 体彩站， 便想进去坐坐喝

口水。 这时，他看到店里展示的“中国

红”顶呱刮即开票特别显眼，于是向销

售员咨询了一下，当知道中国体育彩票

是国家公益事业时，便毫不犹豫将身上

仅有 90 元的零钱全部要了“中国红”来

刮。 林先生也真是运气好，刮第一张就

显示中了 10 元，于是他再接再厉，继续

往下刮，没想到在刮到第 4 张时，他看

到了中奖号码 08 下面的￥250,000，林

先生顿时心跳加速，默数着奖金带几个

0，难道是 25 万？ 特地让销售员帮忙核

实， 确认中奖无误后林先生非常惊喜。

首次刮顶呱刮就中出了超级大奖，只能

说林先生实在是太幸运了。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学钢 通讯员

梁佩玲）

近日，顺德体彩中心继续组织

球迷观看 CBA 联赛活动，分别组织了

3 场合计近百名球迷现场观赛，受关注

程度彷如夏日般的火热。

场馆内人山人海，座无虚席。 广东

队在主场迎战天津队。 比赛开始，两队

开局打得非常激烈， 客场作战的天津

打得非常坚决， 首节打了一半双方战

至 11 平。 此后两队一度展开对攻，势

均力敌。 下半场，广东终于火力全开，

最终以 121：101 大胜天津。

顺德球迷黄先生一边观赛一边为

广东队呐喊助威，感叹：“比赛中，我们

不仅感受到了场上竞争的激烈， 同时

也能感到场上裁判的公平公正， 在如

此高水平的篮球竞技平台上， 场上裁

判不仅要时刻关注场上队员的情况，

维持秩序，保持公正，更得保证比赛的

顺畅进行， 给观众带来一场视觉的体

验，非常棒！ ”随着联赛日程的不断推

进 ，顺德体彩还会陆续举行 CBA 联赛

观赛活动， 让更多的群众感受体育事

业的热血拼搏， 走进一场又一场精彩

的比赛 ，关注公益事业的发展，传播正

能量！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让我们期

待 2020 年的到来， 届时球赛热血将会

被再次点燃！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学钢 通讯员

谢明明）

1 月 11 日， 第二届“体育彩

票·红色日记征文大赛” 新闻发布会在

广东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举行。 由广

东省体育彩票中心冠名支持，广东省文

化学会、中共广州市天河区委宣传部等

单位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体育彩票·红

色日记征文大赛”1 月 12 日正式启动。

征文内容分两部分

征文内容分为两部分：“不忘初心”

和“红色传承”。“不忘初心”以历史遗迹和

英雄人物等为主要写作内容。“红色传承”

以奋进新时代为内容主题，具体包括：

（1）红色文化旅游观感；

（2）红色文化经典图书观感；

（3）红色文化影视作品观感；

（4）红色文化舞台剧观感；

（5）红色经典音乐歌曲欣赏感受；

（6）红色文化研究思考心得；

（7）红色经历奋斗战斗日记；

（8）红色生活老日记；

（9）红色文化活动经历日记；

（10）参观本地改革开放 40 周年成

果展览观感；

（11）新时代奋斗人物故事观感；

（12）奋进新时代日记

（包括扶贫攻

坚 、乡村振兴 、体育精神 、为国争光等

日记）

。

征文作品要求以日记形式，真实记

录对红色文化的学习、观察、欣赏与思

考。征文对象面向所有爱好者。 截稿时

间为 2020 年 6 月 1 日。

征文只接受电子稿

此次征文只接受电子稿，参赛者进

入广东省文化学会红色日记征文邮箱

地址 gdwhxhzw@126.com ， 填写相关

信息并提交稿件。 如有配文图片或视

频，请与作品附件一起打包发送。

投稿作品须主题明确，具有较强的

主题性、思想性和可读性，严禁虚构、剽

窃或抄袭，包括不得大量借鉴作者本人

此前公开发表的内容。 如有引用资料，

请注明出处， 并在文末列出参考文献。

组委会保留核查作品真实性的权利。

作者需自行保留作品中相关信息的完

整材料，以备核查。 投稿作品需为独家

首发，此前从未公开发表

（包括作者个

人公众号、博客、社交平台等）

，在征文

期间，不得将作品投给其他平台或通过

其他公开渠道发布。 作品一旦提交，即

视为组委会有权对提交的作品进行删

减或修改，组委会有权对提交的作品进

行公开展示及宣传。 同时，组委会拥有

稿件的出版发行权和信息网络传播。

本届大赛把广州作为主赛区的同

时，还在深圳、佛山、韶关、中山、湛江、

汕头、阳江、江门、潮州等 10 个地级市

设立分赛及分享会，各赛区前三名直接

进入省决赛。

体彩红色日记征文赛开启

只接受电子稿，各赛区前三名直接进入省决赛

顺德球迷走进CBA联赛

幸运传真

随意买下9张“中国红”中头奖

茂名彩民刮出25万奖

顺德球迷为喜爱的球队打

Call

。

顺德体彩 供图

中奖彩票。 茂名体彩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