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奖情况

排列5

奖级

一等奖

合计

中奖注数

47

47

单注奖金（元）

100000

9 � 2 � 4 � 2 � 2

应派奖金合计

4700000

4700000

342206958.88元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2年3月28日。

(

第

22027

期

1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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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27

期

1

月

27

日开奖）

中奖情况

排列3

9 � 2 � 4

投注方式

直选

组选

3

组选

6

全国中奖注数

6483

0

20547

本地中奖注数

565

0

956

单注奖金（元）

1040

346

173

12858065.84元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2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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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奖信息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胡昌伟 通

讯员 李硅光 ）

“坚持做好事，肯定

有好报！ ”1 月 25 日， 大乐透第

22010 期深圳 1800 万元追加头奖

得主现身领奖，幸运购彩者郝先生

表示，买彩票就是在做好事。

买彩票就是在做好事

郝先生于 1 月 22 日在深

圳市 4402002600 实体店

（地

址：宝安区三围村三围南路

23

号）

购买了一张 15 元追加投

注的大乐透彩票， 揽得当期

追加投注一等奖 1 注， 奖金

为单注封顶的 1800 万元，并

贡献个人偶然所得税 360 万

元。

郝先生领奖时表示，从

大乐透上市以来， 自己就坚

持购买， 并且有着良好的心态。 他说

道：“你看， 我这张中奖的彩票上写着

‘感谢您为公益事业贡献 5.40 元’。 每

次买完彩票，一看到这行字，我就特别

开心。 因为我始终觉得买彩票就是回

报社会、回报国家，就是在做好事。 我

也一直相信， 坚持做好事肯定有好

报。 ”

先回老家开心过好年

郝先生的“好报”在 1 月 22 日晚

上来了。当晚开奖后，郝先生在朋友圈

看到朋友发的大乐透开奖号码， 就拿

起自己的彩票核对。“一开始大致扫了

一眼，我感觉第一注中了五六个号码，

这应该是我买彩票以来中的号码最多

的一次。 所以就特别开心了。 ”郝先生

兴奋地回忆道：“等我再仔细看了一

遍，哎呀不得了，我竟然中了一等奖。

我立即把老婆、儿子他们一起叫过来，

一家人共同见证、 共同分享这个大惊

喜。 ”

对于奖金的用途，郝先生表示，一

家人还沉浸在喜悦之中， 等回老家开

心地过个好年之后，再慢慢考虑。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胡昌伟 ）

下

期大乐透春节后见！ 1 月 26 日， 大乐

透迎来春节前最后一期即第 22012 期

开奖， 全国中出 6 注一等奖， 包括 1

注 1800 万元追加头奖， 和 5 注 1000

万元基本头奖。 目前， 大乐透奖池滚

存 12.25 亿元， 由于体彩市场将于明日

凌晨开启为期 10 天的休市期， 下期大

乐透将在 2 月 9 日才开奖， 提醒广大

购彩者不要错过。

开6注头奖最高1800万

大乐透第 22012 期前区开出号码

“03、05、10、33、34”，后区开出号码“07、

10”。当期全国销量为 3.27 亿元，为国家

筹集彩票公益金 1.17 亿元。当期全国开

出 6 注一等奖， 其中 1 注为 1800 万元

追加一等奖， 花落陕西延安；5 注为

1000 万元基本投注一等奖，分落安徽六

安、福建漳州、重庆巴南、四川成都和宜

宾。

对比可见， 由于采用了追加投注，

来自陕西延安的幸运购彩者，在单注一

等奖方面多拿了800万元追加奖金，从

而使得单注一等奖总奖金达到18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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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奖池金额滚存12.25亿

同期二等奖开出86注， 每注奖金

20.16万余元； 其中29注采用追加投注，

每注多得奖金16.13万余元。 追加后，二

等奖单注总奖金36.30万余元。

三等奖开出 118 注，单注奖金 1 万

元。 四等奖开出 532 注，单注奖金 3000

元。五等奖开出 13364 注，单注奖金 300

元。六等奖开出 19514 注，单注奖金 200

元。七等奖开出 30876 注，单注奖金 100

元。八等奖开出 658631 注，单注奖金 15

元。九等奖开出 7309878 注，单注奖金 5

元。

第22012期开奖结束后， 大乐透奖

池滚存12.25亿元。 由于春节休市因素，

大乐透第22013期将在2月9日

（周三）

开

奖，提醒大家届时不要错过。

体彩春节假期休市10天

根据国家体彩中心早前发布的公

告，2022年春节期间体育彩票休市时间

为2022年1月29日0:00～2月7日24:00。 休

市期间，除即开型彩票外，停止全国其

他类型彩票游戏的销售、 开奖和兑奖。

体育彩票全国联网乐透型、数字型游戏

于1月29日 (

星期六

)0:00停止销售，2月8

日(

星期二

)0:00恢复销售。体育彩票足球

传统游戏的竞猜场次安排、 开售时间、

停售时间和开奖时间等，按照体育总局

彩票中心公布的相关竞猜场次安排执

行。 全国联网单场竞猜足球游戏、篮球

游戏于1月28日(

星期五

)22:00停止销售，

2月8日(

星期二

)11:00恢复销售，具体事

项以中国竞彩网(www.sporttery.cn)公告

为准。

为保障购彩者权益，各类游戏兑奖

期最后一天在春节休市期间的，兑奖截

止时间顺延至休市后第一天 (2

月

8

日

)；

游戏兑奖期含春节休市期间10天的(

含

2

月

7

日

)，兑奖截止时间顺延三天。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胡昌

伟 通讯员 谢明明 ）

为贯彻落

实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期间网

络安全工作要求，进一步熟悉

网络安全应急处置流程，提高

响应实战能力和网络安全保

障能力，1 月 26 日凌晨， 广东

省体彩中心公关部、技术部联

合第三方服务合作方开展网

络安全事件应急演练。

此次演练模拟广东体彩

网受到不明来源的网络攻击，

网络安全事件的应急响应过

程。 发现问题后，相关人员第

一时间按照预先制定的应急

处置方案进行应急处理。 全过

程展示了广东体彩应对突发

网络安全事件的应急预案流

程，突出网络安全突发事件处

理过程中协同联动、快速响应

的能力和效率。

此次网络安全应急演练

是广东体彩网信息安全工作

的一次练兵，更是做好冬奥会

和冬残奥会重要时间节点安

全防范的一次检阅，提升了广

东体彩网站和信息安全工作

的协同管理和应急管理能力，

有效完善了网络安全相关机

制，提升了网络安全应急响应

能力。

据介绍，接下来，广东体彩

将进一步优化网络安全软硬

件配置， 强化相关人员培训，

切实提高网络安全防护意识

和应对突发网络安全事件的

能力。

大乐透6注千万头奖节前完美收官

体彩休市10天2月8日再约

�迎冬奥 护安全

粤体彩开展

网络安全应急演练

“坚持做好事，肯定有好报！ ”

深圳购彩者

喜领大乐透1800万

中奖彩票。 深圳体彩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