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奖信息查询网站：

http://www.lottery.gov.cn

以广东省体彩中心开奖公告为准。

体彩服务热线

95086

广东体彩

平台征召

广东体彩

官微

（第

20035

期

3

月

25

日开奖）

360864646.9元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时间截止日期将另行公告。

排列5

3 � 2 � 8 � 1 � 6

（第

20035

期

3

月

25

日开奖）

12266519.48元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时间截止日期将另行公告。

排列3

3 � 2 � 8

中奖情况

（第

20015

期

3

月

25

日开奖）

后区号码前区号码

开奖号码

超级大乐透

01�07�26�24�23�03�07

1389102103.5元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时间截止日期将另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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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42

9

125

432

9492

15552

20532

458739

4899379

单注奖金（元）

10000000

8000000

280807

224645

10000

3000

300

200

100

15

5

应派奖金合计（元）

20000000

8000000

11793894

2021805

1250000

1296000

2847600

3110400

2053200

6881085

24496895

83750879

顶呱刮新票票样。

国家体彩中心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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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呱刮又有新票全国上市

“新速度新高度”火箭版来袭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胡昌伟 通讯员

吴晓云）

病毒无情，人间有爱。在抗击疫

情的非常时期，湛江市中心血站及医院

库存宣布告急，该市体彩中心领导认真

组织并带头参加献血活动，为战“疫”助

力。

湛江市体彩中心向中心人员发出

为疫区献血的倡议，干部职工积极响应

号召，纷纷报名参加。 3 月 16 上午，湛江

市体育彩票中心主任、党支部书记陈向

东与中心员工一行来到湛江市中心血

站，开展自愿无偿献血活动。 湛江市纪

委驻商务局纪检组长李湛现场慰问献

血人员，嘱咐大家保重身体。

几位参加献血的体彩同志当天上

午 10 点多钟从血站回来， 手里拿着鲜

红的献血证， 脸上露出了喜悦的微笑。

适逢当日湛江市彩票恢

复销售， 所以他们还没

来得及休息， 又动身奔

波到工作岗位忙碌起

来。 他们用行动争当“逆

行者”，共同助力打赢这

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在这次参与献血的

队伍中， 有来自湛江市

体彩中心的干部职工，

也有来自体彩实体店一

线的专管员， 他们都是

抗“疫”路上的最美体彩

人。 张俊斌是该中心最

老的员工， 已连续无偿

献血十多年，这次他又积极参加，他说：

“只是想用献出一点点爱心的方式，来

帮助有需要的人，今后将会继续参加无

偿献血活动。 ”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胡昌伟）

随着

澳超宣布停摆，中国体育彩票竞猜型玩

法暂时性陷入“无球可猜”局面。 不过，

这两天， 亚洲足坛方面开始传出好消

息， 韩国 K 联赛有望在 4 月底重启，而

日职、日乙则已初步确定 5 月初重启。

竞彩暂停发布赛程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的影

响，最近一段时间，竞猜型彩民听到的

几乎是一些倍感无奈的消息， 包括

NBA、包括欧洲五大联赛在内的欧美各

国足球联赛相继停摆，欧洲杯、欧冠、欧

罗巴甚至奥运会都相继被迫宣布延期

举行，就在 3 月 24 日，澳大利亚足球联

赛也宣布停摆，体彩竞猜型玩法全面陷

入“无球可猜”局面。

3 月 25 日， 国家体彩中心宣布，由

于各大主流足球联赛受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推迟，即日起暂停发布全国联网单

场竞猜游戏

（竞彩）

足球赛程。 恢复时间

视赛事情况另行通知。

韩日联赛重启在望

不过，随着亚洲尤其是东亚中日韩

三国疫情形势的好转，体彩竞猜型彩民

也终于开始迎来好消息。

从 3 月 11 日开始， 韩国的新冠疫

情得到了缓解， 已经连续 14 天日新增

在 160 例以下，3 月 25 日通报， 该国新

增 100 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上周中韩

国职业联盟召开会议讨论了新赛季韩

国 K 联赛的召开时间，虽然最终还没有

下定论，但是获得最多的提议，莫过于

坚持在 4 月重启新赛季 K 联赛。虽然韩

国的确诊数量依旧不容乐观，但是考虑

到韩国的确诊病例仍然高度集中在新

天地教派所在的大邱市和庆尚北道，其

他地区的疫情趋于稳定，在 4 月底重新

集结比赛，并非完全不可能。

而据日本媒体报道，北京时间 3 月

25 日上午，日本 J 联赛联盟与各家俱乐

部召开线上会议，日本各俱乐部基本达

成协议，日职联

（

J1

联赛）

将于 5 月 9 日

重启，日职乙

（

J2

联赛）

将在 5 月 2 日恢

复进行。

竞猜玩法迎来好消息！ 日韩足球联赛快回来了

无偿献血助力公益

湛江体彩干部职工献爱心无偿献血。

湛江体彩 供图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胡昌伟 通讯员 关

言 ）

记者从国家体彩中心获悉，“新速度新

高度” 火箭版正陆续在全国各地上市销售，

通过一枚穿云破雾、问鼎苍穹的火箭，展现

出中国高度。 在此之前，顶呱刮去年曾发行

“新速度新高度”高铁版，用一列飞驰的高铁

展现出中国速度。

共同见证中国新高度

2019 年，中国航天以全年发射运载火箭

34 次的成绩再次位居全球第一；2020 年，这

一数字有望突破 40 次。 顶呱刮“新速度新高

度”火箭版的上市，正是用特殊的方式与国

人一同见证中国的新高度。

顶呱刮“新速度新高度” 火箭版与高

铁版一样， 单票面值 30 元， 头奖 100 万

元， 并且延续了高铁版的设计风格， 使用

了时尚炫目的光影效果， 具有很强的视觉

冲击力， 底色同样为紫色。 与高铁版为横

版不同的是， 火箭版采用竖版设计， 展现

了火箭点火升空的壮丽时刻， 科技感、 现

代感、 未来感跃然纸上。

组合玩法简单又好中

顶呱刮“新速度新高度”火箭版采用“找

金额符号+数字匹配”的组合玩法，单票共有

29次中奖机会， 设10个奖级， 奖金从30元到

100万元不等。具体游戏规则为：游戏一：刮开

覆盖膜，如果出现金额标志，即中得该金额。

游戏二 ：刮开覆盖膜，如果你的号码中任意

一个号码与中奖号码之一相同， 即中得该号

码下方所示的奖金金额。中奖奖金兼中兼得。

随手一次微公益善举

另据了解，购彩者每一次购买顶呱刮的

同时，也完成了一次随手微公益的善举。“新

速度新高度”彩票背面右上角印有这样一句

话：感谢您为公益事业贡献 6 元，即购彩者

每购买一张“新速度新高度”，将有 6 元成为

体彩公益金。 点点微亮汇聚成光，这些体彩

公益金将成为贫困学生的助学金、困难群体

的医疗费、百姓身边的体育健身器材……为

社会公益事业和体育事业贡献力量。

湛江

体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