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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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奖情况

352805684.14元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1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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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级

一等奖

合计

中奖注数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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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注奖金（元）

100000

5 � 2 � 5 � 3 � 1

应派奖金合计

25900000

259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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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体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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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点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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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奖情况

排列3

5 � 2 � 5

投注方式

直选

组选

3

组选

6

全国中奖注数

26678

20636

0

本地中奖注数

936

597

0

单注奖金（元）

1040

346

173

15778678.52元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1年11月15日。

（第

21107

期

9

月

14

日开奖）

中奖情况

250452775.72元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1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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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奖信息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胡昌伟 ）

大乐透头奖空开，奖池再破11亿元

大关。 9月13日， 体彩大乐透第

21106期开奖，全国无人命中头奖，

当期开奖后， 奖池上涨6162万多

元，攀升到11.49亿元，这是自3月22

日开奖的第21031期以来， 大乐透

奖池首次突破11亿元线。 提醒广大

购彩者不要错过今晚开奖的第

21107期。

前区连续4期爆出连号

大乐透第21106期前区开出号

码“02、13、14、32、34”，后区开出号

码“02、12”。当期全国销量为2.76亿

元，为国家筹集彩票公益金9964万

元。

开奖号码走势方面， 前区“2”

字头号码集体缺席， 最小号开出

“02”，“1”字头号码则开出“13、14”

组合，这是大乐透前区号码连续第

4期开出连号组，“3”字头大号也开

出“32、34”； 前区号码当中，“02、

13、32” 都是近期偏热号码，“14、

34”则都属于冷号，此前同样都已

空缺13期。 后区“02、12”是一大一

小的全偶数组合， 前者是近5期内

第2次开出， 后者则是间隔10期后

才亮相。

奖池滚存至11.49亿元

当期一等奖全国无人中出，这

是自3月29日第21034期之后，大乐

透头奖首次出现空开局面。 二等奖

开出97注， 每注奖金14.95万余元；

其中24注采用追加投注，每注多得

奖金11.96万余元。 追加后，二等奖

单注总奖金26.92万元。追加投注是

大乐透独有的投注方式， 在2元基

本投注的基础上， 多花1元进行追

加投注，可多得80%的浮动奖奖金。

当期三等奖开出254注， 单注

奖金1万元。 四等奖开出568注，单

注奖金3000元。 五等奖开出14886

注， 单注奖金300元。 六等奖开出

18764注，单注奖金200元。 七等奖

开出36303注，单注奖金100元。 八

等奖开出605485注， 单注奖金15

元。 九等奖开出6289447注，单注奖

金5元。

第21106期开奖结束后， 大乐

透奖池上涨6162万多元， 攀升至

11.49亿元， 这也是自3月22日开奖

的第21031期以来， 奖池滚存首次

突破11亿元线。 今晚，大乐透奖池

迎来第21107期开奖， 提醒大家继

续守候好运。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胡昌伟）

为普及

体彩公益知识， 传递责任彩票理念，近

期，广东省各市陆续开展公益体彩进社

区活动，用实际行动诠释“公益体彩 乐

善人生”的品牌理念。 体彩进社区活动

也受到热捧， 不少市民群众全家上阵，

在现场玩游戏、拿奖品。

广州站

番禺数百市民参与挑战

9 月 12 日，2021 年公益体彩进社区

广州站活动在番禺区亚运城综合体育

馆举行。 现场设置了丢沙包、跳绳、踢毽

子、吹乒乓球等多项趣味体育游戏环节，

吸引数百位市民参与挑战，赢取礼品兑

换券。

活动现场还开展了责任彩票和公

益体彩宣传，向市民全面展示体育彩票

27 年来的发展成果，包括公益金使用方

向、体彩公益金筹集与分配、体彩社会

贡献等方面的内容，让大家了解到体彩

公益金广泛用于补充社会保障基金、医

疗救助、扶贫等社会公益事业，以及群

众体育、奥运争光等体育事业发展。

据了解， 广州站将开展 17 场活动，

除了 5 月 15 日已在越秀区二沙岛文立

方举办的首场活动暨“母亲的旋律”音

乐会外，还将进驻白云、番禺、花都、增

城、从化、南沙等区，与各区体育项目协

会、街镇文化站、企业、社区联袂举办，欢

迎广大市民踊跃参与。

深圳站

首场线下活动有序互动

9 月 10 日，2021 年公益体彩进社区

深圳站首场线下活动，在龙华松元厦社

区举办。当天，近 200 名市民到场体验趣

味互动游戏，家长们兴致盎然，小朋友们

流连忘返，体验了一次生动的体彩魅力

之旅。

孩子们在家长的带领下，有序地参

与各项互动游戏。 足球斯诺克、足球九

宫格、桌式足球机、颠球对决等互动游

戏区笑声不断。 当“通关”后拿到奖品，

孩子们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活动

现场设置了责任彩票展示专区，向市民

展示体彩为公益事业作出的贡献。 体彩

吉祥物乐小星现身，成了现场的“明星”，

孩子们围着它争相合影。 陈女士特意让

孩子站在乐小星身旁，拍照合影并发了

朋友圈：“体彩来到我们社区做活动，传

播责任彩票理念， 孩子除了能体验有

趣、有益的体育活动，还学到很多有趣

的公益知识，很棒！ ”

据介绍，深圳站的活动将陆续在 10

个社区举行线下活动。此外，本次进社区

的线上活动已于 9 月 6 日启动， 将持续

到 9 月 26 日，广大市民可在线上参与趣

味答题、 足球游戏和摄影分享三项活动

获得积分。 活动多多，趣味多多，社区市

民朋友们可多多参与，赢取精美礼品。

东莞站

游戏多样吸引年轻市民

9 月 11 日，2021 年公益体彩进社区

东莞站启动仪式， 在该市南城汇一城海

德广场举行， 该系列活动将持续到 11

月。

活动现场， 不仅有节奏感十足的街

舞和彰显年轻朝气的少儿啦啦操表演，

还设置了飞盘九宫格、 趣味篮球等深受

青年人喜爱的游玩节目。 现场设置了多

种丰富的挑战游戏， 挑战成功即可体验

即开票， 多样的游戏形式吸引了众多市

民的围观。现场还增设了责任彩票宣传，

体彩工作人员积极向市民宣传体彩知识

和体育运动常识， 面对面宣讲加深参与

者对公益体彩文化的了解。

顺德站

增强社区居民幸福体验

9 月 11 日，2021 年公益体彩进社区

顺德站启动仪式， 在该区大良近良社区

体育公园举行。一场精彩的醒狮表演，为

本次活动拉开了帷幕。 活动现场设置了

多个游戏设施以及轻体育互动环节，吸

引了不少家长带着小孩来参与游戏，市

民热情高涨、笑语欢腾。其中迷你冰壶的

游戏最受欢迎， 一个女孩还忍不住分享

玩法技巧：“这种游戏我经常玩， 手速比

较快， 一定要集中精神， 才能滑中中心

点。 ”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体彩即开票销售

展区，成年街坊也纷纷试运气，在享受刮

奖的同时，也为公益事业献上一片爱心。

现场还增设了党建、责任彩票、公益体彩

宣传展示区，通过一排排宣传展板，以图

片和文字等形式介绍体彩发展和体彩公

益金的使用情况， 让更多的市民能够近

距离地了解公益体彩。

据了解，自 9 月 6 日以来，顺德体彩

已在乐从新隆社区、乐从东平社区、大良

红岗社区、 大良近良社区先后举办了四

场线下活动，社区居民热情参与，总参与

人数超过一千人。 借助“公益”这一共同

纽带，体育彩票、国民体质监测及党员社

区活动联袂出场， 为社区居民带来健

康+公益的幸福体验感。

粤公益体彩进社区活动陆续开启

有游戏玩有奖品拿市民热捧

大乐透一等奖罕见空开

奖池涨至

11.49亿

今晚有约

顺 德 社

区 居民 排 队

参与 体 彩 游

戏。

顺德体彩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