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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广东省体彩中心开奖公告为准。

中奖情况

（第

20023

期

4

月

13

日开奖）

后区号码前区号码

开奖号码

超级大乐透

11�26�23�04�30�01�06

1448119562.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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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1

76

18

181

1226

17095

32623

35334

807613

7714727

单注奖金（元）

10000000

8000000

144157

115325

10000

3000

300

200

100

15

5

应派奖金合计（元）

50000000

8000000

10955932

2075850

1810000

3678000

5128500

6524600

3533400

12114195

38573635

142394112

排列3

0 � 8 � 7

（第

20054

期

4

月

13

日开奖）

排列5

0 � 8 � 7 � 1 � 6

（第

20054

期

4

月

13

日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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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奖信息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胡昌伟 通讯员

晓宇）

多期倍投建功， 粤体彩复市后最

高2000万巨奖诞生。 4月7日晚开出的七

星彩第20021期，全国中出的4注500万元

头奖， 由广东东莞市一彩民以一张4倍2

期连投的彩民包揽， 今年60岁的幸运儿

李先生独中2000万元奖金， 这也是东莞

体彩史上七星彩最大奖。

四倍投注斩2000万

4月7日晚上9点左右， 东莞彩民李

先生

（化名）

收到了万江滨江花园体彩

实体店销售员发来的信息：“你买的七

星彩中大奖了！ 2000万！ ” 此时距第

20021期七星彩开奖结果公布后也就半

个小时。 显然，销售员看到中奖号码之

后也很兴奋，因为这是东莞体彩史上七

星彩中奖的最大金额。

七星彩要中一等奖， 必须7个号码

全中，而且顺序也要一致。 这一次李先

生投注选用了2期4倍的方式，总共花了

80元， 其中有一注号码“7031841”在

20021期中了一等奖。 而李先生也是这

一期七星彩全国唯一的头奖得主。 由于

奖池资金充足，当期每注一等奖金额都

达到了足额的500万， 李先生买了4倍，

所以他的中奖金额是2000万。

中奖次日火速领奖

4 月 8 日， 李先生火速现身东莞市

体育彩票管理中心领奖。 办理兑奖手

续期间， 李先生表示， 得知自己中奖

的消息后很高兴， 但此时已经心情平

静下来。

据了解， 今年 60 岁的李先生自己

开办企业， 买彩票是业余的爱好。 李

先生透露， 他投注七星彩的习惯已经

坚持很多年， 基本上是每期必买。 因

新冠肺炎疫情， 东莞体彩停售了 57

天， 期间他早已经迫不及待了。 3 月

21 日东莞体彩复市之后， 李先生很开

心又可以去体彩实体店买彩票了。

李先生这次中奖的彩票，购于4月4

日下午1点多钟，票面上5注号码连投了

2期，刚好是在最后这期中出了头奖，成

为广东体彩复市后最高奖金得主。

中奖秘笈就是坚持

李先生说，以前，他中几百元、一两

千元是常有的事。 两年前，他还中过一

次1万多元的奖金， 而这次他终于迎来

了大奖。 李先生表示，如果说有什么中

奖秘笈的话，那就是坚持。

也是因为他的坚持， 几乎每期必

买， 所以李先生与实体店的销售员建

立了非常信任的关系， 平时选好号码

之后， 经常同一组号码多期投注或多

倍投注。 而他也会让销售员帮忙留意

开奖号码， 如果中了大奖要提醒他一

下。 于是就出现了开头那一幕： 李先

生在接到销售员通知后才知道自己中

了奖！

谈到中奖的奖金将如何使用， 李

先生说暂时还没有决定， 但有可能会

买套房子改善一下生活， 当然也将会

一如既往支持体育彩票事业。

2期4倍80元投注擒2000万

东莞七星彩第一得主现身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胡昌伟）

记者从国家体彩中心获悉， 自 3

月 14 日恢复开奖以来，体彩大乐

透 3 月份共进行 8 期开奖

（第

20010

期—

20017

期）

，全国开出共

37 注一等奖，单人最高擒奖 3988

万。 3 月份 8 期大乐透总销量达到

了 16.27 亿元， 单月筹集公益金

5.85 亿元。

3 月份， 大乐透全国共中出

37 注一等奖，其中千万元头奖

（含

追加 ）

12 注， 单注最高奖金 1800

万元，平均每注奖金 994 万元，单

人最高擒奖 3988 万元。 第 20013

期， 安徽滁州一购彩者凭借一张

20 元投入的单式倍投票， 中出 5

注 797 万多元基本投注一等奖，

单票擒奖 3988 万元。

共有来自全国 16 个省份的

幸运购彩者， 分享了 37 注一等

奖，呈现“雨露均沾”的态势。 其

中，浙江中出 6 注，数量上拔得头

筹；安徽中出 5 注，数量排名第二

位；山东、河南、广西、贵州各中出

3 注， 数量排名第三位。 此外，河

北、四川、甘肃、福建各中出 2 注，

辽宁、云南、天津、江苏、上海和广

东各中出 1 注。

3 月份 ， 体彩大乐透通过

16.27 亿元的全国发行量，为社会

筹集公益金 5.85 亿元。公益体彩，

乐善人生。购彩者每花 2 元购买 1

注大乐透， 就有 0.72 元成为体彩

公益金， 广泛用于补充全国社会

保障基金、医疗救助、教育助学、

扶贫、法律援助、全民健身、奥运

争光等多项公益事业和体育事

业。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胡昌伟 通讯员

桂体彩）

在体彩中心兑奖处， 经常会出

现一同现身领大奖的夫妻，当他们被问

到奖金的使用规划时，往往第一想法都

是给孩子的未来做打算。 不过，日前揽

得大乐透 2871 万巨奖的广西中奖者却

表示，中大奖的消息要对孩子“隐瞒”。

刷新广西大奖纪录

3 月 31 日下午，广西柳州中出的大

乐透 2871 万元大奖得主现身领奖了。

至此，该注大奖距离开奖已过去 10 天。

3 月 21 日晚， 体彩大乐透第 20013

期开奖，全国送出 9 注一等奖，广西柳

州 4502108091 体彩实体店独揽 2 注追

加一等奖。 中奖彩票为一张 2 倍倍投、5

注号码的单式追加倍投票，投注金额为

30 元，单票收获奖金高达 2871 万元，刷

新了广西体彩单票中奖奖金纪录。

十天后才知道中奖

“我也是昨晚才发现自己中奖， 这

不今天就赶来兑奖了。” 大奖得主林先

生说自己很少看新闻， 不知道广西中

了大奖， 更不知道“幸运儿” 竟是自

己。

林先生介绍说， 他买彩票有个习

惯， 喜欢一次买好几张， 回到家就把

彩票叠在一起， 过一段时间再慢慢翻

出来一张张核对。 也正是因为林先生

这种“佛系” 的购彩模式， 使得他在

开奖十天后才发现自己中得大奖。

理性规划奖金用途

对于奖金使用规划， 林先生表示，

中了大奖也不能骄躁膨胀，现如今受疫

情影响， 不会急于盲目投资和置业，前

期会考虑装改善家庭的生活环境，后续

再做长期的规划和打算。 由于奖金数目

不小，孩子也正在成长阶段，夫妻俩担

心其会对孩子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形成

产生不良影响， 二人在商议后达成共

识， 不会马上将中大奖的事情告诉孩

子， 让其在现有环境下继续健康地成

长。

大乐透3月

筹公益金5.85亿

16省份彩民瓜分37注头奖

2倍追加中大乐透2871万

这对父母称对孩子要“隐瞒”

东莞七星彩

2000

万中奖票。

东莞体彩供图

广西幸运儿领大乐透

2871

万。 广西体彩供图

大乐透

2871

万中奖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