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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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13

期

1

月

13

日开奖

425353344.68元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1年3月15日。

排列5

8 � 8 � 7 � 2 � 6

（第

21013

期

1

月

13

日开奖）

16357593.28元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1年3月15日。

排列3

8 � 8 � 7

应派奖金合计（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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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417014

中奖情况

（第

21006

期

1

月

13

日开奖）

后区号码前区号码

开奖号码

超级大乐透

25�28�04�35�22�04�05

830578066.14元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1年3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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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胡昌伟 通讯员

范军 ）

即开票的销售一直是韶关体彩市

场的短板，为了打破常规，找到新的突破

口， 韶关体彩中心在压力面前不畏困难，

不断创新与拓展，努力拓展体彩销售新渠

道，为体育彩票事业添砖加瓦。

两彩即开票兼营店出炉

2020年国庆期间，韶关市浈江区迎来

了韶关第一个纯即开票的体彩福彩兼营

实体店的开办，新店开设在浈江区步行街

中心，申请人是一位销售、经营彩票行业

多年的专业“彩票人”，早年凭借一款体彩

活动新票“7”，曾创造了单月内销售40多

万元的销售纪录。 从那时起，他就累积了

即开销售的群众基础，也为之后在高租金

地段开设纯即开销售实体店树立了信心。

这家体彩、福彩双彩种纯即开销售实

体店， 开业当月总额销售额就超过40万

元，全面提升了浈江区实体店的即开票销

量，给辖区即开票销售带来新动力。

顶呱刮销售车入商业街

2020年11月，在韶关体彩中心的大力

支持下，一辆别出心裁的体彩“顶呱刮”即

开票销售车，出现在了韶关市区中心的另

一条商业街———百年东街。

百年东街是一条结合文化、 旅游、餐

饮、 娱乐于一体的商业街，11月16日移动

销售车正式开通销售以来，仅元旦三天该

点销售量就达4.7万元， 自开业一个多月

来，即开票总销售达16.5万元，为韶关市

即开票销售市场注入了新希望。

即开票销售车的开设给这条街道增

添了一道亮丽风景线的同时，对于彩票品牌

推广、公益宣传也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胡昌伟 通讯员

谢明明）

每天固定开奖的排列3和排列

5，是不少购彩者钟情的玩法。 近期，广

东各地排列5一等奖频出， 让我们来看

看他们的幸运故事吧！

江门彩民：对排列玩法情有独钟

日前，第20298期排列5一等奖得主

司徒女士来到了江门市体彩中心，领取

属于自己的排列5大奖10万元。

司徒女士对排列玩法情有独钟，经

常在实体店研究推算当天的排列游戏

开奖号，以这样独有的方式享受着闲暇

时光。

开奖当天，司徒女士看着以往的中

奖号码走势图，又结合了自己的选号方

法细细研究了一会儿，选出了3组号码，

其中1注就中了当晚开奖的排列5一等

奖10万元。

对于奖金的规划，司徒女士表示会

优先考虑换一台车，剩余的奖金带上家

人去旅游，今后也会一直坚持中国体育

彩票，理性购彩。

汕头彩民：失而复得的10万大奖

排列5第20277期，全国开出78注一

等奖， 其中1注花落汕头4404004223体

彩实体店。 而这注一等奖背后还有一段

“失而复得”的小趣事。

开奖当天， 中奖者周先生和平常一

样到实体店购买彩票， 依据心意写下几

组号码投注后， 却一时大意将新购买的

排列5彩票遗漏在销售台上。 当晚开奖

后，周先生发现自己中奖了，但却怎么都

找不到彩票，才急忙地赶往实体店寻找。

与此同时，当4404004223实体店人

流量较少的时候，业主谢女士收拾销售

台和店面，发现销售台上有一张崭新的

排列5彩票， 和周围被购彩者丢弃的旧

票明显不同，细心的谢女士发现这是下

午周先生购买的，便将彩票收好，等待

他前来认领。

当晚十点，当焦急的周先生回到实

体店， 谢女士便将这张彩票物归原主。

拿到失而复得的中奖彩票，周先生的喜

悦涌上心头，也对体彩实体店经营者的

无私和专业充满了感激。

顺德彩民：机选号码带来了好运

排列5第20298期，顺德黄先生采用

机选号码的方式， 收获了1注一等奖10

万元。

黄先生说，自己平时最喜欢排列玩

法， 每天都会抽时间去研究号码走势，

然后写出心仪的号码。 开奖当天，他经

过位于大良街道广源路四街 1号的

4422022290体彩门店，在店里研究了3注

号码，写出来让销售员打票，然后又决

定再机选2注号码，一共投注了10元。 没

想到， 就是其中1注机选号码帮他中得

了10万元的奖金。

说到这里，黄先生情不自禁哈哈大

笑起来：“有时候机选号码反而能带来

好运气，心态一定要好。 中奖了当然是

好事，不中奖也是为公益事业做贡献。 ”

湛江彩民：娱乐为主不投入太多

排列5第20303期，全国中出58注一

等奖， 其中1注落在湛江市徐闻县下桥

镇4407030175体彩实体店。 该店一位购

彩者以一张10元单式票收获了这份幸

运，喜获10万元。

黄先生是一位资深彩民，尤其喜欢

数字型彩票，但每次投注金额都不会很

多。 对于购买彩票，黄先生乐呵呵地说

道：“这只是一个娱乐方式，不会投入太

多精力的。 ”在得知自己中奖后，黄先生

第二天便早早就跑到实体店咨询兑奖

事宜：“想不到在这个时候中了一次大

奖，可以过个好年了。 ”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胡昌伟 通讯员

汕尾体彩）

偶尔买张彩票撞上大运，喜

中67万大奖竟不自知。 近日，一位汕尾

彩民现身兑领大乐透第20125期的2注

追加投注二等奖， 总奖金高达67万多

元。 这位幸运儿陈先生表示，他一直不

知道自己中了大奖，直到去投注站继续

买彩票顺便“过机”兑奖时，才发现已被

好运砸中。

在大乐透第20125期开奖中， 汕尾

市海丰县城老体育场4413013040号体

彩实体店的一购彩者，凭借一张18元随

机单式票3注2倍追加投注，喜中追加二

等奖2注，收获奖金达67.98万元。

当期大乐透开奖多日后， 幸运儿陈

先生才来到汕尾体彩中心领取奖金。陈先

生说：“我平时只是偶尔买一下彩票，有时

候都没有去核对是否中奖，这次是体彩实

体店业主告知才知道自己中奖的”。

原来，大乐透第20125期开奖之后，

陈先生并没有第一时间去核对中奖号

码，而是后来去实体店继续投注顺便兑

奖时，实体店业主告诉他中了大奖。 当

时陈先生有点发懵，直到看到实体店门

面挂着的喜讯横幅，再看看自己手上的

彩票号码与开奖号码，这才知道自己是

真的中大奖了。

整个兑奖过程，陈先生表现得很淡

定。 被问及中奖心情，他表示：“因为买

彩票只是偶尔的乐趣，没有想过中奖与

否，只当作是一种缘分，所以心情并没

有大起大落。 但还是要感谢体彩，今后

也会继续平常心支持体彩公益事业。 ”

小玩法大乐趣，10万大奖遍地开花

排列5一等奖频频落广东

为体育彩票事业添砖加瓦

韶关体彩拓展即开票新渠道

偶尔买张彩票撞上好运

汕尾彩民中67万有点懵

韶关首家体福彩即开票兼营

店人气旺。 韶关体彩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