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1248

期

9

月

15

日开奖

332366482.40元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1年11月15日。

排列5

3 � 0 � 8 � 5 � 8

（第

21248

期

9

月

15

日开奖）

15590111.52元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1年11月15日。

排列3

3 � 0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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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派奖金合计（元）

71514909

31784400

13976480

2875158

2590000

2277000

4239600

4381200

3433000

9789840

34749050

181610637

中奖情况

（第

21107

期

9

月

15

日开奖）

后区号码前区号码

开奖号码

超级大乐透

13�05�20�25�03�11�07

1105541509.15元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1年11月15日。

奖级

基本

追加

基本

追加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七等奖

八等奖

九等奖

合计

中奖注数

9

5

70

18

259

759

14132

21906

34330

652656

6949810

单注奖金（元）

7946101

6356880

199664

159731

10000

3000

300

200

100

15

5

二

等

奖

一

等

奖

（第

21106

期

9

月

15

日开奖）

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负

中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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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1106

期

9

月

15

日开奖）

足球胜负彩、任选9场

中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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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足球4场进球

中奖情况

2+1+0+3

+

+1+0+0+3

+

（第

21106

期

9

月

15

日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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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体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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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奖信息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胡昌伟）

作为

体育彩票主流游戏之一， 排列5因为每

天开奖、概率适中、奖金固定等特点，受

到众多购彩者追捧。 近期，广东四地排列5

拥趸，幸运收获了10万元及以上大奖。

湛江：6元机选票揽10万

排列5第21190期，湛江市黄先生幸

运揽获1注一等奖，奖金10万元，为当地

贡献税收2万元。 该大奖出自遂溪县

4407007198体彩实体店。

开奖当晚，黄先生像往常一样下班

回家， 经过体彩店时便进去机选了3注

排列5。 开奖后，黄先生惊喜地发现自己

竟然中了10万大奖。 第二天一早，黄先

生就现身湛江体彩中心兑奖。

茂名：10元自选中头奖

排列5第21204期，茂名电白区水东

镇那站新村横东五街二号的4410050119

号体彩实体店，中得1注10万元一等奖。

开奖当天，张先生同往常一样到体

彩店购买彩票。 他对着走势图研究一会

儿，最后投注了5组自选号码。 除了中得

排列5大奖外，张先生同期还中了1注排

列3直选奖。

阳江：沾喜气竟然中了

第21208期排列5开出“52077”的号

码组合。 阳江市林先生凭一张自选5注

号码单式票中出1注一等奖， 奖金10万

元，出大奖实体店位于阳江市区二环北

路23号。

林先生之前并不固定在一家实体

店购彩， 最近他到二环北路店买彩票

时， 听业主说3月和5月店里中出了2次

排列5大奖，想沾沾喜气的他，于是到该

实体店购彩的次数便多了起来。

开奖当天，他走到这家站点张贴中

奖彩票的“光荣榜”前，看看之前中奖的

两张排列5彩票。 细看之下，他发现一个

有趣的现象，那两张中奖彩票的号码都

是“5”开头。 于是他认为“5”是一个幸运

数，便以“5”开头，再结合最近的号码冷

热走势，选定5注单式号码。 不料，他还

真的沾喜气中了10万大奖。

云浮：凭灵感斩获20万

排列5第21217期，云浮市云安区六

都镇锦绣路27号的4421021072体彩店传

来喜讯，该店一名购彩者幸运中得2注，

奖金20万元，为云浮市贡献税收4万元。

近日，中奖者李先生来到云浮体彩

中心兑奖，面带微笑的李先生难掩激动

之情，直呼“太幸运了”，随后还讲述了

他的中奖经历。

开奖当晚，李先生在饭后散步的途

中经过体彩店，便进去购买彩票，忽然

灵感来了，随即写了5注号码，投注了2

倍。 正是这份灵感，使其幸运中得20万

大奖。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胡昌伟）

记

者从国家体彩中心获悉，2021 年 7

星彩派奖活动中用于二等奖派奖的

500 万元资金，已于第 21107 期派送

完毕， 二等奖派奖于当期结束。 至

此，2021 年 7 星彩派奖活动全部结

束。

7 星彩 5000 万派奖活动， 于 8

月 27 日开奖的第 21099 期开始派

奖，原计划派奖 10 期，其中，一等奖

派奖总额 1500 万元， 二等奖派奖总

额 500 万元， 固定奖级派奖总额

3000 万元。

此次派奖活动， 受到全国购彩

者热烈追捧， 固定奖级派奖速度明

显超出预期，9 月 10 日晚间第 21105

期开奖后， 总计 3000 万元的固定奖

派奖金提前派送完毕， 固定奖派奖

在实施 7 期后提前收官。 而在 9 月

12 日晚间第 21106 期开奖后， 总计

1500 万元的一等奖派奖资金也全部

派完，一等奖派奖亦提前收官。

在 9 月 14 日晚第 21107 期开奖

前， 此次派奖活动已只剩下 23 万多

元的二等奖派奖资金， 当期实际开

出 4 注二等奖，其中 3 注符合派奖条

件，每注多得奖金 7.9 万元，至此，二

等奖派奖资金也全部派完。 整个派

奖活动较原计划提前 1 期收官。

虽然派奖活动已经提前结束，

不过， 目前 7 星彩奖池滚存已高达

2.50 亿元，提醒广大购彩者继续守候

好运。

粤市级民间“棋王”陆续诞生

9月下旬省级决赛敬请期待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胡昌伟）

民间

棋王争霸赛广东省级决赛近了！ 近期，

各地市陆续开展市级决赛，一众过关斩

将的民间棋手， 在棋盘上无声厮杀，角

逐市级棋王。 各市前三名优胜棋手均获

得参加省决赛资格，他们将在 9 月下旬

齐聚广州，角逐省级棋王。 而在省决赛

表现优异的棋手，将代表广东省出征全

国总决赛。

佛山赛区

90后小伙脱颖而出

9 月 5 日下午， 佛山赛区总决赛在

佛山体彩中心开战。 经过七轮激战后，

最终 90 后小伙子黄文俊胜出， 获佛山

“棋王”称号。

佛山市总决赛共有 26 名棋手参

加， 经过 3 个多小时七轮的对阵后，最

终决出了前三名。 第一名“棋王”黄文俊

获得奖金 5000 元， 第二名何启康获得

奖金 3000 元， 第三名杨乃醒获得 1000

元， 其他参赛棋手均获得 500 元奖金。

佛山市决赛的前三名将代表佛山参加 9

月下旬的省级决赛，力争取得好成绩出

征全国总决赛。

汕头赛区

积分制决出市棋王

近日，汕头赛区总决赛在汕头市龙

湖区 4404004079 体彩实体店火热开

赛，来自全市各县市的 6 位民间象棋高

手齐聚一堂，一决高下。

此次比赛采用 3 轮积分编排赛制，

选手们经过抽签分组后依次落座，紧张

刺激的比赛在裁判长一声令下开战。 比

赛中，选手们屏息凝神，在棋盘上布兵

摆阵，激烈角逐。 正所谓“河界三分阔，

智谋万丈深”，选手们看似表面平静，实

则在棋盘上斗智斗勇，展开激烈的楚汉

之争。

经过激烈角逐，张汉斌夺得本次汕

头赛区决赛的冠军，荣获汕头“棋王”称

号。 陈少群、郑鸿标分列二三名。

中山赛区

气氛寂静厮杀激烈

9 月 5 日， 中山赛区总决赛圆满落

下帷幕， 选手经过层层比拼和选拔，中

山“棋王”火热出炉。

比赛正式开始， 赛场上的选手们

相坐对战， 现场气氛一片寂静， 而棋

盘上的“厮杀” 则格外激烈。 经过两

个多小时“无声” 却异常“激烈” 的

争夺， 最终， 张达欢、 林承怡、 陈雄

志分别获得冠亚季军。 这三位选手将

赴广州参加全省的决赛， 走上更大的

舞台， 一展棋艺。

中山体彩中心负责人表示：中国体

育彩票坚持“来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发

行宗旨，以责任为先，全面助力体育事

业和各项社会公益事业发展。 本次活动

是今年体彩开展的民间体育赛事其中

一项， 随后还将陆续资助市级足球联

赛、 国际象棋比赛等多项本地赛事，以

实际行动彰显国家公益彩票的使命与

担当。

派奖资金提前1期送完

7

星彩

5000

万派奖收官

自选机选沾喜气收获好运

粤四地购彩者喜收排列5大奖

民 间 棋

王 赛 佛 山 赛

区决赛现场。

佛山体彩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