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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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点征召

广东体彩

官微

中奖情况

396438177.00元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1年4月25日。

排列5

奖级

一等奖

合计

中奖注数

225

225

单注奖金（元）

100000

2 � 6 � 9 � 7 � 1

应派奖金合计

22500000

22500000

第

21044

期

2

月

23

日开奖

中奖情况

15102432.92元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1年4月25日。

排列3

2 � 6 � 9

投注方式

直选

组选

3

组选

6

组选

3

派奖

组选

6

派奖

全国中奖注数

9509

0

20486

0

0

本地中奖注数

612

0

679

0

11

单注奖金（元）

1040

346

173

54

37

（第

21044

期

2

月

23

日开奖）

（第

21020

期

2

月

23

日开奖）

中奖情况

164977554.64元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1年4月25日。

七星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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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5

19

604

11497

384869

396994

单奖奖金（元）

120419

3000

500

30

5

应派奖金合计

0

602095

57000

302000

344910

1924345

3230350

9 � 9 � 4 � 0 � 0 � 3

+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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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奖信息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胡昌伟）

2月22

日，体彩大乐透第21019期开奖，全国仅

开出1注1000万元基本投注一等奖，由

宁夏彩民击中。 目前，大乐透奖池滚存

已攀升到9.89亿元，今晚开奖的第21020

期，头奖总奖金将超过10亿元，提醒广

大彩民朋友不要错过好运。

宁夏彩民压哨中1000万

大乐透第21019期前区开出号码

“01、12、13、28、29”， 后区开出号码“03、

04”。 当期全国销量为2.68亿元，为国家

筹集彩票公益金9673.16万元。

当期全国只开出1注1000万基本投

注一等奖，落于宁夏银川。 数据显示，中

奖彩票是一张10元5注单式票， 而且出

票时间是2月22日19:58:51，而当期大乐

透截止销售时间是2月22日20:00， 这位

银川彩民还真的是截止前“压哨”击中

了1000万大奖。

奖池滚存涨至9.89亿元

同期二等奖开出134注， 单注奖金

为7.65万元； 其中75注采用追加投注，

每注多得奖金6.12万元。 追加后， 二等

奖单注总奖金为13.77万元。 福建厦门

有一位彩民单注追加倍投50倍， 独揽

50注追加投注二等奖， 单票总奖金688

万多元， 与数亿元的超级巨奖擦肩而

过。

三等奖中出173注， 单注奖金为

10000元。 四等奖中出747注， 单注奖

金为3000元。 五等奖中出15276注， 单

注奖金为300元。 六等奖中出23479注，

单注奖金为200元。 七等奖中出28842

注， 单注奖金为100元。 八等奖中出

711854注， 单注奖金为15元。 九等奖

中出7469224注， 单注奖金为5元。

奖池方面， 第21019期开奖结束

后， 9.89亿元滚存至今晚开奖的第

21020期， 届时一等奖总奖金将肯定突

破10亿元大关， 提醒大家不要错过大

奖机会。

大乐透开出独苗1000万

今晚头奖金超10亿莫错过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胡昌伟 通讯员

朱礼球）

佛山第五个大乐透头奖得主现

身了， 不过今年中出的第四个大乐透头

奖还没人领！ 2月19日，休市期过后的体

彩开市首日， 佛山体彩中心兑奖大厅就

迎来了696万元大奖幸运儿。该幸运儿李

先生是佛山今年第五个大乐透一等奖得

主，在妻子的陪同下办理完兑奖手续。

机选10元票中了696万

据了解，2月3日开奖的体彩大乐透

第21015期， 佛山禅城区的李先生成为

当期广东唯一1注一等奖的得主， 奖金

696.37万元。李先生中奖的是一张10元5

注号码的单式票，遗憾的是，他并没有

追加投注， 错失了557万多元的追加投

注奖金，成为今年以来佛山五个大乐透

头奖得主中， 惟一的非千万大奖得主。

而李先生这个头奖，也为佛山当地贡献

了139.27万元的个人偶然所得税， 税后

将有557.10万元直落腰包。

李先生介绍说， 他这张中奖彩票，

是机选号码票，所以当时没有进行追加

投注。 同时，自己也会有一组固定的“心

水”投注号码，会进行追加或倍投，这次

大奖，“心水”号码没有中，反而机选的

号码中得了大奖。

还有个1000万没人领！

迈进2021年， 佛山体彩大奖不断，

从新年伊始就中得大乐透1800万元大

奖后， 佛山体彩接连开出5个大乐透一

等奖。 分别是第21001期1800万元；第

21003期1800万元；第21011期1000万元；

第21013期1000万元和第21015期696万

元。 截至昨日，前三个和第五个大乐透

头奖都已经被中奖彩民认领，但第四个

大乐透头奖， 也就是第21013期的1000

万元一等奖，依然没人认领。

数据显示，大乐透第21013期是1月

30日晚间开奖， 佛山这注1000万元头

奖，出自禅城区大沙宏农大道16-3铺的

4405030513体彩实体店，中奖的彩票是

一张10元5注单式票，中奖者是在1月29

日傍晚购买的彩票。 在此，我们也提醒

近期有在佛山禅城区购买了彩票的朋

友，及时查对开奖号码，请中奖者早日

现身领奖。 过了24天还迟迟没现身的

1000万得主，会是你吗？

佛山体彩开年兑出696万大奖

还有个1000万过24天了没人认领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胡昌伟 通

讯员 晓宇）

日前，“幸福中国” 即开

票大奖花落东莞， 一位漂亮的90后

女孩刮中50万大奖。 这名幸运的女

孩在工友的陪同下领走奖金， 并在

兑奖大厅留下打出“胜利”手势的靓

照。

“幸福”带来50万大奖

据了解， 这位年轻的幸运女孩

是普通工薪阶层， 来东莞工作有十

年之久， 业余爱好就是买体育彩

票。 中奖当天， 她吃过早餐后， 便

到附近实体店购买彩票。 女孩风趣

地介绍说： “大乐透、 顶呱刮都喜

欢买。 刮顶呱刮时， 我习惯按顺序

刮， 能否中奖靠的是运气。 中奖当

天， 为了犒劳这一年辛苦的自己，

便买了 5张刚刚到店的‘幸福中

国’， 前3张就刮中了一张10元小

奖， 第 4张就有惊喜了， 当看到

‘幸福’ 两个字时， 我一下子就懵

了， 反复看了好几遍， 一直以为自

己的眼睛有问题， 还叫销售员帮忙

确认， 这才相信我刮中了50万元大

奖， 当时激动得眼泪差点出来了。 ”

“幸福中国”破受欢迎

幸运女孩表示，她买体彩多年，

运气还是不错的， 曾多次中过几千

元大奖。 这次刮出了50万元顶呱刮

大奖， 再次证实了自己与体彩大奖

的缘分。 以后还会坚持购买体育体

彩，继续支持公益事业。

据了解，体彩顶呱刮即开票“幸

福中国” 一上市就受到了广大购彩

者的喜爱， 这款即开票将人民生活

的幸福感淋漓尽致地体现在票面

上。 从全民健身到高新科技，从美丽

乡村到美食文化， 票面上的每一个

元素都是祖国发展日新月异的真实

写照。

“幸福”两字送来50万

90后美女中“幸福中国”头奖

幸运的

90

后女孩展示中奖彩票。 东莞体彩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