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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广东省体彩中心开奖公告为准。

广东体彩

官微

（第

21151

期

6

月

10

日开奖）

中奖情况

排列3

8 � 2 � 6

投注方式

直选

组选

3

组选

6

全国中奖注数

10731

0

40887

本地中奖注数

534

0

1547

单注奖金（元）

1040

346

173

12993089.88元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1年8月9日。

中奖情况

排列5

奖级

一等奖

合计

中奖注数

46

46

单注奖金（元）

100000

8 � 2 � 6 � 9 � 8

应派奖金合计

4600000

4600000

402146699.12元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1年8月9日。

(

第

21151

期

6

月

10

日开奖

)

广东体彩

网点申请

（第

21064

期

6

月

10

日开奖）

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负

中奖情况

1+1+1+1+3+3+3+3+3+3+1+3

（第

21064

期

6

月

10

日开奖）

足球胜负彩、任选9场

中奖情况

1+1+3+3+3+3+0+1+1+0+1+3+3+3

足球4场进球

中奖情况

3

+

+0+3

+

+0+2+0+1+0

（第

21064

期

6

月

10

日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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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胡昌伟 通讯员

范军）

近日， 韶关体彩中心开展责任彩

票及规范经营培训学习， 乳源县所有代

销者参加。 培训会议现场还开展了电子

化代销合同签订工作， 流程快速高效获

得业主们点赞。

本次培训重点是责任彩票及实体店

规范经营， 着重对实体店从业人员进行

法规学习、案例分析等。工作人员具体讲

解实体店代销者行为规范的“十禁止”，

同时对经营中的十项基础合规要求作出

强调和明确。

韶关体彩中心特别强调， 实体店合

规经营是行业生存的基本， 各实体店要

进一步落实责任彩票要求， 坚决杜绝擅

自利用互联网销售彩票、涉足非法彩票、

参与赌博、 鼓吹彩票投资理财等违法违

规行为。 体彩从业人员要按政策规矩办

事，千万不能踩红线、超底线、打擦边球。

与会的代销者表示， 本次培训让他们更

加明确自己的社会责任和使命， 愿继续

努力为公益体彩出一份力。

在进行责任彩票及规范经营培训的

同时， 现场还进行了体彩代销者销售电

子合同签订， 实现了代销者销售合同电

子化。流程快速高效，得到所有代销者赞

扬。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胡昌伟）

6 月

9 日， 大乐透第 21065 期开出 6 注

1169 万多元的追加投注头奖，其中 5

注由安徽亳州一彩民独中，揽得奖金

5848 万多元。 当期开奖过后，大乐透

奖池滚存 5.39 亿元，提醒广大彩民朋

友不要错过本周六晚开奖的第 21066

期。

安徽一人独中 5848万

大乐透第 21065 期前区开出号

码“23、25、30、31、35”，后区开出号码

“07、08”。 当期全国销量为 2.97 亿元，

为国家筹集彩票公益金 1.07 亿元。

当期全国共开出 6 注 1169 万元

（含

519

万元追加奖金）

追加投注一

等奖，分落安徽亳州

（

5

注 ）

和重庆黔

江区。

数据显示，安徽亳州中出的 5 注

追加投注一等奖出自同一体彩店，中

奖彩票为一张经 5 倍投的 15 元单注

号码追加倍投票， 单票中奖金额为

5848 万元。

重庆中出的 1 注追加投注一等

奖，同样是一张 15 元投注彩票，不过

是 5 注号码追加投注，其中 1 注揽得

1169 万多元。

奖池滚存至 5.39亿元

二等奖开出 76 注， 每注奖金

18.85 万余元；其中 23 注采用追加投

注，每注多得奖金 15.08 万余元。追加

后，二等奖单注总奖金 33.94 万元。广

东彩民共中出 7 注二等奖，广州中出

4 注是最大赢家，潮州中出 2 注，惠州

中出 1 注，全省总计 2 注追加投注二

等奖，都是由广州彩民中得。

同期三等奖开出 111 注， 单注

奖金 1 万元。 四等奖开出 677 注，

单注奖金 3000 元 。 五等奖开出

12596 注， 单注奖金 300 元。 六等奖

开出 23488 注， 单注奖金 200 元。 七

等奖开出 24345 注， 单注奖金 100

元。 八等奖开出 720856 注， 单注奖

金 15 元。 九等奖开出 8025839 注，

单注奖金 5 元。

奖池方面，第 21065 期开奖结束

后，5.39 亿元滚存至明天开奖的第

21066 期， 提醒大家届时继续守候好

运。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胡昌伟）

大乐

透大奖频频落广东， 出奖站点受表彰。

近期，揭阳、茂名、汕尾、广州各有一家

体彩实体店受到体彩中心奖励，缘由同

样都是中出了大乐透头奖，其中 3 家实

体店， 中出的都是大乐透千万大奖，最

高奖金达 3421 万元。

揭阳站点中了 3421万

大乐透 10 亿元派奖活动期间 ，

3421 万（含追加和派奖）大奖喜降揭阳

市， 出奖的 4420030581 体彩实体店位

于普宁市流沙东街道斗文村。 日前，

4420030581 体彩实体店门前搭起彩虹

门、高挂大喜报，舞狮贺中奖。 揭阳市

文广旅体局、普宁市文广旅体局和揭阳

体彩相关领导，向该店授予“幸运投注

站牌匾”和奖励金，勉励他们继续用心

经营， 为揭阳筹集更多体彩公益金，助

推体彩公益事业发展。 据介绍，中大奖

消息传出后，不少市民慕名到该实体店

购买彩票，希望沾一沾喜气。

茂名站点爆出 1085万

6 月 5 日晚，茂名体彩传来特大喜

讯: 高州一购彩者凭借自己的好运，斩

获体育彩票大乐透第 21063 期 1 注追

加一等奖，奖金高达 1085 万元，出奖实

体店位于高州市谢鸡镇光明路 30 号的

4410060019 体彩实体店。

6 月 8 日，茂名体彩中心为出奖体

彩实体店举行庆功仪式，为业主、销售

员分别颁发了幸运投注站牌匾和奖金。

活动现场还开展了赠票促销活动，市民

进店购买任意游戏的体育彩票， 均可

获赠一张 3 元的大乐透单式追加票，并

且是多买多送。

目前，茂名这位1085万大奖得主暂

未现身领奖，大奖站业主赖老板表示，6

月5日是周末， 到店投注大乐透的购彩

者实在太多， 并且买了彩票很快就离

开了，所以对大奖得主没有印象。

汕尾站点喜中 1015万

近日，汕尾体彩中心也表彰了中出

大乐透第 21057 期 1015 万元大奖的站

点， 这家编号为 4413013049 的幸运站

点，位于汕尾海丰县城西华路 242 号。

活动现场，实体店业主也准备了一

些大乐透彩票，赠送给街坊邻居，希望

大家都能沾沾大奖的喜气。 汕尾体彩

向业主颁发“幸运实体店”牌匾，并向业

主和销售员分别颁发 1 万元、2000 元

的奖励金， 以鼓励大奖站点再接再厉，

不断提升服务质量和水平，更好地推动

责任彩票宣传，为汕尾市公益事业添砖

加瓦。

广州也出了 593万大奖

近日，广州市番禺区中得大乐透第

21046 期 593 万大奖的 4401034084 实

体店，也获得“幸运实体店”称号，站点

业主和销售员分别获得 5000 元和

1000 元的奖金。

而番禺区这位 593 万大奖得主日

前领奖时透露， 买彩票是他一个小爱

好，买得不多，每次 30 到 100 不等。 另

外他的心态比较随性，认为每一次开奖

都是独立事件，跟前面开过什么号码没

有联系，中大奖全凭运气。

大乐透大奖频降广东

四地出奖投注站喜获奖励

落实站点责任彩票建设

韶关体彩

开展规范经营培训

大乐透爆出5848万巨奖

奖池5.39亿周六还有戏

茂名高

州

1085

万

大奖站受表

彰。

茂名体彩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