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1314

期

11

月

24

日开奖

297672468.92元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2年1月24日。

排列5

1 � 9 � 4 � 0 � 3

（第

21314

期

11

月

24

日开奖）

11899573.16元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2年1月24日。

排列3

1 � 9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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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00000

16000000

14327677

5223240

2540000

2055000

5208300

4053600

4403900

10492425

36654145

140958287

中奖情况

（第

21135

期

11

月

24

日开奖）

后区号码前区号码

开奖号码

超级大乐透

17�31�04�29�07�05�06

1262006660.75元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2年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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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奖信息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胡昌伟 通讯员

李琪）

目前，全国上下正沉浸在喜迎北

京冬奥，祝福冰雪的浓厚氛围中。 11 月

21—22 日， 中国体育彩票 2021 年广州

市轮滑冰球公开赛，在番禺区亚运城综

合体育馆成功举行，共有 14 支队伍、逾

200 名运动员参与。

少年选手诠释速度激情

轮滑冰球就是穿着轮滑鞋打球，与

冰球十分类似。这项运动具备团队与竞

技、速度与激情、挑战与对抗的特点，深

受孩子们的喜爱。本次赛事按年龄共设

少年甲组，少年乙组，少年丙组 3 个组

别，赛程为期两天，共 26 场比赛，采用

单循环积分制的形式比赛。

为进一步助力冰雪运动的发展，助

推全民健身发展，让更多小朋友了解并

爱上冰雪运动，广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

心鼎力支持本次赛事，并以“中国体育

彩票”冠名，为广大运动健儿搭建了展

示自我、交流学习的平台。

比赛现场，鲜艳夺目的“中国体育

彩票 国家公益彩票”“来之于民 用之于

民” 标语与参赛的少年选手们一起，领

略轮滑冰球运动带来的速度与激情。

体彩冠名展现责任担当

中国体育彩票被誉为“公益事业助

推器 体育事业生命线”。 遍布广州城乡

社区的全民健身广场与设施，都有“中

国体育彩票捐赠”的字眼；全市广泛开

展的城市体育新名片“羊城运动汇”系

列活动、疫情以来世界最大规模的全马

赛事 2020 广州马拉松赛， 它们由体彩

公益金资助举办； 广州运动员在奥运、

全运赛场上争金夺银、屡创佳绩，他们

的成长离不开体彩公益金的持续助力；

体育场馆“双 14”

（即每周免费和优惠开

放时间均不少于

14

小时）

惠民开放持

续实施，全民健身服务平台“群体通”向

广州地区用户派发体彩公益金补助运

动优惠券， 每年超 1000 万人次免费或

低收费享受优质的公共体育服务……

如今，市民越发真切地感受到体育彩票

“来之于民 用之于民” 的发行宗旨，深

刻地体会到中国体育彩票作为国家公

益彩票的责任与担当。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胡昌伟）

日前，

“2021 年广东公益体彩进社区” 活动走

进中山市南区街道，为社区居民送上运

动大礼包，通过切切实实的公益惠民举

措，向市民推广全民健身运动、传播公

益体彩理念、彰显公益体彩魅力。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体质监测区和

趣味运动区。体质监测区配备了由中山

市体育竞赛与国民体质监测中心提供

的专业体质检测设备和团队，免费为居

民进行体质监测，号召大家关注身体健

康，鼓励全民健身运动；趣味运动区设

置了趣味飞镖、 趣味套圈等有奖游戏，

中山市体彩中心还专门配备了丰富的

活动奖品，社区居民热情高涨，纷纷到

场体验各项趣味运动。 简单、有趣的活

动形式，让市民群众对“公益体彩进社

区”活动赞不绝口，同时也让市民群众

切实感受到公益体彩对居民的温暖关

怀和贴心服务。

据了解，走进南区是“2021 年广东

公益体彩进社区”中山站系列活动的第

六站。 中山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相关负

责人表示，今年内，中山体彩总共计划

完成十站公益体彩进社区活动，为更多

市民群众带来运动的欢乐和健康，为助

力中山体育事业发展和推动公共服务

而不懈努力。

中国体育彩票冠名支持

穗轮滑冰球公开赛欢乐举行

公益体彩走进中山南区

陪社区居民一起快乐运动

轮滑冰球

公开赛比赛现

场。

广州体彩供图

公益体彩进社区活动现场。

中山体彩供图

幸运锁定世预赛超级大冷

阳江球迷揽108万足彩大奖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胡昌

伟）

精准分析锁定世预赛冷门，

阳江球迷喜揽百万足彩大奖。近

日，一幸运球迷现身阳江市体彩

中心，凭借一张复式票，领走 14

场胜负彩第 21136 期大奖 108

万多元，并为当地贡献个人偶然

所得税 20 万多元。

瑞典输球猜中率不足 4%

足球彩票是以足球比赛为

游戏媒介，以实际比赛结果为彩

票兑奖依据的一种体育彩票游

戏。与数字型彩票游戏不太一样

的地方是，如果具有一定分析比

赛的能力，购彩者在投注时可以

运筹帷幄，收获幸运。

11 月 12 日开奖的 14 场胜

负彩第 21136 期，竞猜的是世界

杯预选赛，当期北欧劲旅瑞典队

客场不敌格鲁吉亚制造超级大

冷， 全国猜中比率仅为 3.96%，

另外爱尔兰主场战平葡萄牙，实

际命中率也只有 16.91%。 最终，

当期全国开出 39 注 102 万多元

的一等奖，和 2192 注 5823 元的

二等奖。

而在当期胜负彩开奖中，阳

江的一位球迷购彩者以复式投

注形式，单票击中 1 注一等奖和

11 注二等奖， 总奖金高达 108

万多元。

复式防冷锁定百万大奖

大奖出自阳江市建设一路

193 号的体彩实体店。 得主是一

位老购彩者， 也是一个球迷，他

平时喜欢看足球比赛，也热衷于

竞猜足彩游戏， 经常投注 14 场

胜负游戏，之前也曾中过几次万

元以上的奖金，今年 3 月份就中

过 13 万多元的奖金。

这次中百万大奖，得益于他

精准的分析，他认为当期可能会

有大冷门出现，所以他对个别可

能会出现冷门的比赛进行了赛

果全包的投注方式，最后买了一

张有 3 场比赛全选，5 场比赛双

选，6 场比赛单选的复式票。 比

赛结束后，正如他预判，“3、1、0”

全包的格鲁吉亚 VS 瑞典场次，

还真的爆出了超级大冷“3”，在

其余 13 场比赛也全中的背景

下，收获了自己购彩以来的最大

奖项。

中奖彩票。 阳江体彩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