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0238

期

10

月

18

日开奖）

中奖情况

13216111.28元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时间截止日期为2020年12

月17日。

排列3

2 � 7 � 5

投注方式

直选

组选

3

组选

6

全国中奖注数

6059

0

15366

本地中奖注数

237

0

617

单注奖金（元）

1040

346

173

体彩服务热线

95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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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体彩

平台征召

广东体彩

官微

（第

20238

期

10

月

18

日开奖）

中奖情况

420598729.54元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时间截止日期为2020年12

月17日。

排列5

奖级

一等奖

合计

中奖注数

16

16

单注奖金（元）

100000

2 � 7 � 5 � 3 � 4

应派奖金合计

1600000

1600000

（第

20102

期

10

月

18

日开奖）

中奖情况

64689300.50元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时间截止日期为2020年12

月17日。

七星彩

9 � 5 � 3 � 3 � 3 � 3 � 9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合计

中奖注数

3

13

58

1535

25729

1226558

1253893

单奖奖金（元）

———

32691

3000

500

30

5

———

应派奖金合计

0

424983

174000

767500

771870

6132790

8271143

责编：李俊杰 美编：方元 校对：陈凤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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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胡昌伟 ）

10

月 18 日， 中国体育彩票将在北京市吉

里星空间举行“见证公益的力量” 主

题发布会， 体彩吉祥物“乐小星” 首

次亮相。 另外， 从 10 月 23 日起，

“乐小星公益大闯关” 活动将在全国范

围内举行， 各地群众和购彩者都有机

会跟体彩萌宠“乐小星” 来一场亲密

接触。

历时六月征集首亮相

在“见证公益的力量” 发布会，

除了邀请各界力量讲述体彩公益故事，

体彩吉祥物的首次亮相成为亮点之一。

发布会上， 这个汇聚大众力量、 由数

亿网友见证的“公益萌物” 将揭开了

庐山真面目。 与此同时， 作为体彩公

益的践行者和直接受益者， 奥运冠军

武大靖将现身助阵， 与吉祥物进行亲

密互动。

作为 26年来体彩首个吉祥物，

“乐小星” 的诞生凝聚万千期待。 从

2020年4月8日启动征集， 60位专业评

审， 经过多轮科学的评选校验， 到10

月18日发布会正式亮相， 整个诞生过

程历时6个多月。

形象推广将全国展开

新鲜出炉的体彩吉祥物“乐小星”，

将中国体育彩票“公益、健康、乐透、进

取”的特点，浓缩并具象化展现，令人人

耳目一新。 未来，中国体育彩票将通过

吉祥物，生动形象地将所倡导的乐善人

生的公益理念传播开来，将一直以来时

间的温暖有光的社会正能量辐射出去，

拉近体彩与年轻人的沟通距离，让这个

有责任又有担当的“公益萌物”深入人

心。

据悉，自10月23日起，“乐小星公益

大闯关” 活动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启，这

将是一场全国闯关盛会，各地群众都有

机会有体彩吉祥物来一次亲密接触。活

动首站将在杭州湖滨步行街举行，时间

为10月23日-11月1日。 杭州之后，“乐

小星” 会陆陆续续在各个城市现身，广

东彩民同样有在家门口与体彩萌宠见

面的机会。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胡昌伟 通讯

员 梁佩玲 ）

“我喜欢足球，这次能中

大奖，和兴趣爱好分不开。 ”近日，顺德

足球迷吕先生开心地现身体彩中心兑

领大奖， 在10月12日开奖的14场胜负

彩第20042期， 他凭借一张1024元复式

票，中得122万大奖。

第20042期14场胜负彩于10月12日

开奖，当期全国中出10注一等奖，单注

奖金109万余元， 其中1注花落广东顺

德。“喜欢足球，不仅要踢，更要参与足

彩， 因为足彩给你不一样的精彩经历

…… ”近日，来自顺德勒流的购彩者吕

先生兑领了奖金， 中奖彩票是一张面

值1024元的复式票，除了中1注一等奖

外，还中了9注二等奖，总奖金达122万

多元。

领奖现场， 吕先生分享了他的中

奖故事！ 他是一个足球迷，超级热爱足

球， 业余时间喜欢约上朋友来一个实

战对抗， 周末和朋友一起讨论足彩更

是晚上比赛开始前的重要课程！

第20042期14场胜负彩开售后，吕

先生同样先进行了仔细的前期分析，

并大胆出手，虽然法国、意大利、荷兰、

俄罗斯等大热门出现冷平的情况，但

他利用大热防平或全包的投注方式一

一化解，最终擒获了当期一等奖。 当期

最后一场赛事法国对葡萄牙的比赛终

场哨声响起， 吕先生和他的朋友们就

欢腾了！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胡昌伟）

广

东大乐透头奖连连中！ 继10月14独中

2注1000万头奖成为全国最大赢家之

后，10月17日开奖的大乐透第20102

期，全国2注头奖，又有1注1000万落

在广东。 由肇庆一彩民以140元胆拖

复式击中，独中奖金1005万多元。 目

前大乐透奖池滚存9.65亿元， 今晚将

迎来第20103期开奖。

公益金过亿头奖2注

大乐透第20102期前区开出号码

“07、11、18、20、29”， 后区开出号码

“09、12”。 当期全国销量为2.90亿元，

为国家筹集彩票公益金1.04亿元。

全国共开出2注一等奖。 其中，1

注为1800万元

（含

800

万元追加奖金）

追加投注一等奖，出自浙江绍兴；1注

为1000万元基本投注一等奖，出自广

东肇庆。

稍微遗憾的是，广东肇庆的幸运

儿没有采用追加投注，在单注头奖金

方面少拿了800万元的追加奖金，从

而无缘封顶的1800万元追加头奖。

粤2期连中3注头奖

据广东省体彩中心检索， 肇庆的

基本一等奖出自四会市东城区陶冲元

头一村3号楼1号铺4408008110体彩实

体店，中奖的彩票是一张140元的胆拖

票，单票中奖总金额超1005万。

这也是广东彩民连续第2期中出

大乐透头奖，上周三也就是10月14日

开奖的第20101期，广州、深圳各有一

位彩民中出1000万元头奖，两位幸运

儿都是以42元复式票击中，单票总奖

金都是1003万多元。

而2020年以来，广东彩民已累计

中出大乐透头奖65注，单注奖金最高

达3600万元， 个人中奖金额最高达

1.28亿元。

奖池滚存至9.65亿元

大乐透第 20102期二等奖开出

170注，每注奖金6.77万元；其中53注

采用追加投注， 每注多得奖金5.41万

元。 追加后，二等奖单注总奖金12.18

万元。 三等奖开出584注，单注奖金1

万元。 四等奖开出833注， 单注奖金

3000元。 五等奖开出22182注，单注奖

金300元。 六等奖开出23094注，单注

奖金200元。 七等奖开出68336注，单

注奖金100元。 八等奖开出774634注，

单注奖金15元。 九等奖开出7753243

注，单注奖金5元。

奖池方面， 第20102期开奖结束

后 ，9.65亿元滚存至今晚开奖的第

20103期， 提醒广大彩民朋友继续守

候好运。

体彩吉祥物正式发布

萌宠“乐小星”闪亮登场

中奖与兴趣密不可分

顺德球迷

斩获足彩122万

广东大乐透头奖连连

肇庆彩民胆拖中1005万

体彩吉祥物“乐小星”。 国家体彩中心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