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1164

期

6

月

23

日开奖

396879166.56元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1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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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164

期

6

月

23

日开奖）

11296800.72元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1年8月23日。

排列3

1 � 3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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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微

广东体彩

网点申请

应派奖金合计（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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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455001

中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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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开奖）

后区号码前区号码

开奖号码

超级大乐透

08�35�29�11�16�01�04

596211840.48元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1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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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奖信息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胡昌伟 通讯员

中山体彩）

上月一号之差错失头奖，这

月千万大奖手到擒来！ 近日，中山市大

乐透第 21066 期头奖得主现身领奖，幸

运儿周先生凭借一张 504 元“8+3”追

加投注复式票，斩获奖金 1096 万多元，

贡献个人偶然所得税 218 万多元。张先

生还表示，在领奖之前，他已提前订购

了一辆新车。

小榄实体店中出大奖

6 月 12 日晚，体彩大乐透第 21066

期开奖， 前区开出号码“24、26、29、34、

35”，后区开出“09、11”，虽然前区号码

集中在“2”字头、“3”字头大号区间，而

后区号码也都是大奇数号，但这样的组

合，恰巧迎合了不少大乐透拥趸的投注

喜好，当期全国中出了 12 注一等奖，其

中 4 注还是追加投注命中，追加投注头

奖单注总奖金高达 1076 万多元。 当期

广东喜中 2 注一等奖，其中 1 注追加投

注一等奖花落中山，由小榄九洲基环村

南路 38 号的 4418030613 体彩实体店

中出。

复式追加投注揽千万

近日，这位千万头奖得主现身中山

市体彩中心办理了兑奖手续。 幸运儿

周先生出示的是一张“8+3”的追加投

注复式票，票面投注金额 504 元，出票

时间是 6 月 12 日下午接近 5 点的时

刻。 这张彩票除了中得 1 注 1072 万元

追加头奖， 同时还收获 2 注 6.96 万元

追加投注二等奖和若干固定奖，单票总

奖金高达 1096 万多元。 而凭借这张中

奖彩票，周先生也一次性为中山当地贡

献了 218 万元的个人偶然所得税。

上月一号之差错头奖

据介绍，周先生是有着十多年彩龄

的购彩者， 本身只是普通的工薪族，一

下子被千万巨奖砸中，他感觉有点太突

然。“太不可思议了，上个月我就差点中

了大乐透一等奖，只错了一个号，中了

‘4+2’的固定奖，没想到兜兜转转一等

奖又回来了！ ”周先生笑着说。

谈到投注技巧时， 周先生表示，自

己买彩票前， 都会研究往期中奖号码，

看哪些数字长时间没有出现过，然后按

此投注，坚持购买，动态调整。因为最近

大乐透出大号出得比较多，所以这期刻

意选择了大号，没想到全部命中。

被问及奖金如何使用， 周先生称，

来领奖之前， 他已经订购了一辆新车，

并表示今后一定还会继续购买体彩，为

公益事业奉献爱心的同时，争取再次揽

下大奖。

“老板， 机选大乐透一注，20 倍”，

听闻该实体店中出亿元大奖，不少购彩

者前往大亚湾 4411030668 体彩实体店

购买 7 星彩、大乐透等数字型彩票。 最

近一周，这家本是三星级实体店的体彩

店客流量和营业绩比往常增加了 4 倍。

业主张玉春更是趁势而上，在惠州体彩

中心的支持下，对店内外形象进行了提

档升级，“我们经营体彩的信心更强

了。 ”

现场：

街坊纷至沓来 理性投注仍不忘

亿元大奖带来的效应极为明显，张

玉春介绍，尽管已经过去好几天，但周

边的街坊还是纷至沓来。 6 月 16 日，仅

仅 20 分钟， 便有 6 批客人进入张玉春

的体彩店。大部分人的购买方式都惊人

一致，都选择了机选一注，倍投 20 倍。

其中，有两对年轻夫妻，都是丈夫被妻

子“领过来”。丈夫说：“我不懂怎么买！”

妻子应答：“按照亿元大奖打的方式

打。 ”对于这些新购彩者，张玉春都建

议，倍数不用太多，合理适量即可。

店里购彩者络绎不绝，张玉春忙不

过来， 还把妻子周海彦叫过来帮忙几

天。张玉春同时表示这样也正好是宣传

体彩的好机会：“可以多讲体彩的公益

特性”。

提档：

惠州体彩支持 店内外形象升级

趁着中出亿元巨奖的大喜事，张玉

春在惠州体彩中心的支持下，将自己的

实体店进行了形象升级。“这是为了给

客人更好的购彩体验。”张玉春介绍，以

前的店内摆放可能杂乱了些。另外一些

用来展示的物料也略显陈旧。

白天没有时间改造提升，张玉春就

晚上专门请了一家公司，将店内的陈旧

物料撤掉，换上了更加亮丽的有机玻璃

板。在店外的门头，也重新拉了灯箱布。

张玉春相信， 实体店提档升级后，

购彩者的购买体验和体育彩票的品牌

形象都会得到大大的提升， 也会带来

很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这次形象

升级大约投入额 1 万元。” 张玉春说，

去年因疫情因素， 曾一度经营压力很

大， 好在惠州体彩中心复市复产措施

实施， 自己及时跟进， 并按要求调整

销售策略， 销量已渐渐恢复到 2019 年

底前水平。 “体彩全省公益贡献 500

强， 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张玉春信心

满满。

背后：

站主设计牛人 用心经营有实招

在妻子周海彦眼里， 丈夫张玉春

“干啥啥都行”，对老公一直佩服有加。

两人都是河南省南阳人。 2003 年，

张玉春从部队复员。因为有摄影和设计

功底，他第一份工作是在深圳某广告公

司。 在经营体彩实体店期间，张玉春将

自己的设计经验发挥得淋漓尽致。中出

亿元大奖后，他及时将大奖消息，经过

精心编辑、设计后，打出多份图片张贴

在室内外，引导购彩者关注。 而在他的

客户群内，发出的各种中奖图片，均裁

剪精细。

“服务客户， 各种互动都很重要。”

他还在客户群内， 经常分享自行设计

或者转载不少时效性强的赛事海报。

除了常规的告知中奖、 提醒赛事信息，

但凡有短暂外出或者下班， 他都及时

告知。 正是这样用心的经营， 使得张

玉春的体彩实体店广受附近购彩者的

欢迎。

信息时报记者 胡昌伟 通讯员 李良荣

上月错失头奖，本月头奖落袋

中山彩民领1096万前订新车

亿元大奖站点销量增4倍

惠州体彩支持，出奖站点内外形象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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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体彩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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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颁奖。

中山体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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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奖彩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