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奖情况

排列5

奖级

一等奖

合计

中奖注数

36

36

单注奖金（元）

100000

4 � 8 � 4 � 8 � 5

应派奖金合计

3600000

3600000

301521652.76元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2年1月24日。

(

第

21315

期

11

月

25

日开奖

)

体彩服务热线

95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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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1315

期

11

月

25

日开奖）

中奖情况

排列3

4 � 8 � 4

投注方式

直选

组选

3

组选

6

全国中奖注数

6245

8263

0

本地中奖注数

217

307

0

单注奖金（元）

1040

346

173

12223484.76元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2年1月24日。

（第

21142

期

11

月

25

日开奖）

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负

中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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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1142

期

11

月

25

日开奖）

足球胜负彩、任选9场

中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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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足球4场进球

中奖情况

0+2+3

+

+0+2+1+0+1

（第

21142

期

11

月

25

日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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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奖信息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胡昌伟 通讯员

朱礼球 ）

佛山大乐透1000万元头奖得

主火速领奖。佛山体彩11月22日新鲜出

炉的大乐透1000万元大奖，在11月23日

下午就被中奖者兑领，幸运儿是一位年

过六旬的男子，他凭借一张20元10注号

码单式票命中头奖，同时贡献个人偶然

所得税200万元。

开奖次日下午火速领奖

11月22日， 体彩大乐透第21134期

前区开出号码“02、06、14、19、28”，后区

开出号码“01、06”。 佛山市中出1注基

本投注一等奖，奖金1000万元。 大奖出

自大沥镇盐步横江关边村首层2号铺的

4405030810体彩实体店，中奖的彩票是

一张20元10注单式票。

11月23日下午，千万大奖得主张先

生，就火速现身佛山体彩兑奖大厅办理

了兑奖手续。

20元机选号码擒得头奖

年过六旬的张先生很健谈，对于中

大奖，他说是完全没有幻想过。 张先生

中得大奖的彩票是一张有10注号码的

单式票，体彩大乐透一票10注的全新功

能，是在今年8月初上线的。这一功能上

线后，大乐透彩票从原来的单票最多只

能打5注号码，“扩容” 至单票最多能打

10注号码。 张先生介绍说，这10注号码

都是机选的， 他平时不会研究号码走

势，也没有追加投注的习惯，就是平常

心，抱着做公益善事的想法，买彩票为

自己增添生活的乐趣。

实体店验票以为中千元

张先生得知自己中奖的时候，还有

段有趣的小插曲。 原来，11月22日晚大

乐透第21134期开奖后， 张先生并没留

意对奖，至23日下午经过4405030810体

彩实体店时，才拿出彩票给销售员过机

验奖。 销售员惊喜地用粤语对他说“你

中了大奖，中了1000万！ ”说普通话的

张先生， 当时就误听到以为是粤语

的“1000蚊”，还兴奋地对销售员说：

“好啊，好啊，中1000元很好了！ ”销

售员又认真地用普通话说：“不是

1000元，是1000万元！ ”张先生吓了一

跳，随口而出：“不是吧？ ”经再三确认，

终于相信自己中得1000万元大奖，张先

生马上赶往佛山体彩中心办理兑奖手

续。

喜得大奖，张先生称惊喜还需要时

间慢慢平复，对于奖金还没时间做长远

的使用规划。 张先生表示，会继续坚持

自己的购彩初心，本着为公益慈善出力

之意，继续支持中国体育彩票。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胡昌伟）

近日，

“中国体育彩票”2021 年广东省少年国

际象棋冠军赛在中山市三乡镇中山名

座假日酒店落下帷幕。 经过两天七轮

的较量，来自深圳市奥体国际象棋俱乐

部的崔一格夺得分量最重的男子甲组

个人冠军。

本次各组比赛争夺激烈，几乎每盘

棋都战斗到最后一刻，小棋手们聚精会

神、运筹帷幄、从容调兵遣将，一副大将

风度。 历时两天，最终七轮战罢，深圳

的崔一格、吴翼行、邹宇霄、李思辰、赵

立铭分获男子甲组、乙组、丙组、丁组和

8 岁组冠军，佛山的冯晨、广州的何璿

越、澄海的王妍涵、深圳的焦奕涵和彭

静宜分获女子甲组、乙组、丙组、丁组和

8 岁组冠军。

此次国际象棋赛成功举办，离不开

体彩公益金的大力支持。 中山市各项

棋类活动在近年来一直百花齐放，丰

富中小学的校园生活， 提升中小学生

的综合能力，促进棋类的推广与普及。

在社会、特别是广大青少年中，传播社

会正能量、 倡导健康生活起到有力促

进。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胡昌伟）

大乐

透千万头奖连续3期入广东！继东莞、佛

山接连中出大乐透千万元级别头奖之

后，11月24日开奖的大乐透第21135期

又有1注1000万元基本头奖落入广东，

由云浮一幸运儿以2元单式票击中。 目

前，大乐透奖池滚存12.62亿元，提醒大

家不要错过本周六晚间开奖的第21136

期。

4注千万头奖分落四省

大乐透第21135期前区开出号码

“04、07、17、29、31”，后区开出号码“05、

06”。 当期全国销量为3.14亿元，为国家

筹集彩票公益金1.13亿元。

当期全国共开出4注一等奖。其中，

2注为1800万元

（含

800

万元追加奖金）

追加投注一等奖，分落江苏常州、河北

沧州；2注为1000万元基本投注一等奖，

分落广东云浮、湖南长沙。

广东千万级头奖三连中

记者从广东省体彩中心了解到，云

浮的基本投注一等奖出自该市湖边路

16号的4421065098体彩实体店，中奖的

彩票是一张2元单式票，票面上仅有1注

号码。 稍微遗憾的是，这位幸运儿没有

追加投注， 错失了多拿800万元追加投

注奖金的好机会。

值得一提的是，最近三期的大乐透

开奖中，广东购彩者连续斩获一等奖。

第21133期，东莞购彩者揽获1注追加一

等奖，奖金1205万；第21134期，佛山购

彩者揽获1注基本一等奖，奖金1000万。

奖池仍然滚存12.62亿

第21135期二等奖开出79注， 每注

奖金18.13万余元； 其中36注采用追加

投注，每注多得奖金14.50万余元。 追加

后，二等奖单注总奖金32.64万元。

三等奖开出254注， 单注奖金1万

元。 四等奖开出685注， 单注奖金3000

元。 五等奖开出17361注，单注奖金300

元。 六等奖开出20268注，单注奖金200

元。 七等奖开出44039注，单注奖金100

元。 八等奖开出699495注，单注奖金15

元。 九等奖开出7330829注，单注奖金5

元。

奖池方面，第21135期开奖结束后，

12.62亿元滚存至明日开奖的第21136

期，提醒广大购彩者继续守候好运。

粤大乐透千万头奖三连中

云浮幸运儿2元击中1000万

中国体育彩票助力

粤少年国际象棋冠军赛收官

机选号码撞上大乐透头奖

佛山六旬男子闪电领1000万

广东省少年国际象棋冠军赛颁奖。 中山体彩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