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 元即开票

活动范围 活动形式 活动条件 礼品内容

线上抽奖 扫码参与 运动蓝牙耳机、无线充电宝、筋膜枪等

全国

线上分享 分享参与 随机奖品

刮出

500 元即开票

广东省

赠票

刮出

�50 元即开票

佛山市 �赠票

刮出

（第

22255

期

9

月

22

日开奖）

（第

22255

期

9

月

22

日开奖）

排列3

3 3 9

排列5

3 3 9 8 5

体彩服务热线

95086

广东体彩官微广东体彩网点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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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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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奖信息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胡昌伟）

记者

从国家体彩中心获悉， 国庆节期间，体

育彩票市场休市 4 天，具体休市时间为

10 月 1 日 0:00～10 月 4 日 24:00。休市期

间，除即开型彩票外，停止全国其他各

类体育彩票游戏的销售、开奖和兑奖。

休市时间总计四天

国家体彩中心于 9 月 21 日发布

《关于 2022 年国庆节期间体育彩票休

市的公告》 称，根据《财政部关于 2022

年彩票市场休市安排的公告》

（财政部

公告

2021

年第

35

号 ）

内容，体育彩票

2022 年国庆节休市时间为 10 月 1 日 0:

00～10 月 4 日 24:00。 休市期间，除即开

型彩票外，停止全国其他各类彩票游戏

的销售、开奖和兑奖。 针对体育彩票休

市相关事项，国家体彩中心亦在公告中

做出了具体安排。

据悉， 体育彩票全国联网乐透型、

数字型游戏于 2022 年 10 月 1 日

（星期

六）

00:00 停止销售，10 月 5 日

（星期三）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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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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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30日

（星期五）

22:00停止销售，10月5

日

（星期三）

11:00恢复销售，具体事项以

竞彩网(www.sporttery.cn)公告为准。

由省

（区、市）

体彩中心管理的非全

国联网游戏停止销售和恢复销售时间，

以当地省

（区、市）

体彩中心公告为准。

即开型彩票还可卖

休市期间，纸质即开型体育彩票的

销售活动由各省

（区、市）

体彩中心根据

体育总局彩票中心要求和当地实际情

况决定。

为保障购彩者权益，各类游戏兑奖

期最后一天在国庆节休市期间以及 10

月 5 日至 7 日的，兑奖截止时间顺延至

国庆节假期后第一个工作日

（

10

月

8

日）。

休市期间，体育彩票国家客服中心

95086 客服热线人工服务时间及自助语

音服务时间保持不变。 人工服务时间：

08:00～24:00，自助语音服务时间：00:00～

24:00。

体育彩票国庆节休市4天

即开型彩票还可以正常销售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胡昌伟）

9 月

21 日， 体彩超级大乐透第 22109 期开

奖， 国家体彩中心发布的公告数据显

示，当期全国中出 13 注一等奖，包括 9

注 995 万元追加投注头奖、4 注 552 万

元基本投注头奖， 其中 6 注追加投注

头奖落入江苏南通同一体彩实体店，

总计 5972 万元的奖金很有可能是被

一人独中。 目前，大乐透奖池滚存 7.26

亿元， 提醒购彩者不要错过本周六晚

间开奖的第 22110 期。

江苏一站独中 5972万

大乐透第 22109 期前区开出号码

“05、 09、 24、 29、 35”， 后区开出号

码“05、 12”。 当期全国销量为 2.74

亿元， 为国家筹集彩票公益金 9881

万余元。

当期全国共开出 13 注一等奖，其

中 9 注为 995 万余元

（含

442

万余元

追加奖金）

追加投注一等奖，分别落户

江苏南通

（

6

注）

、浙江台州、重庆綦江

（

2

注）

；另外 4 注为 552 万余元基本投

注一等奖，落户江苏南通、浙江台州、

河南濮阳、广西贵港。

值得一提的是， 江苏南通 6 注追

加一等奖均落户同一实体店， 中奖彩

票为两张 3 倍 5 注号码追加投注单式

票，单票投注金额 45 元，单票总奖金

2986 万余元。另外，这两张中奖彩票出

票时间先后只隔了 1 分多钟， 总计

5972 万元的奖金很有可能是一人独

中。

奖池滚存至 7.26亿元

大乐透第22109期二等奖开出108

注，每注奖金8.91万余元；其中30注采

用追加投注，追加后，二等奖单注总奖

金16.05万余元。 同期三等奖开出174

注，单注奖金1万元。 四等奖开出1381

注， 单注奖金3000元。 五等奖开出

18462注，单注奖金300元。 六等奖开出

41476注，单注奖金200元。 七等奖开出

32897注，单注奖金100元。 八等奖开出

962203注，单注奖金15元。 九等奖开出

8708343注，单注奖金5元。

奖池方面， 第22109期开奖结束

后，7.26亿元滚存至明日开奖的第

22110期，提醒购彩者继续守候好运。

大乐透第22109期开出13注一等奖

江苏一实体店独中5972万元

佛山体彩顶呱刮

70

万元

赠票活动海报。 佛山体彩供图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胡昌伟 通讯

员 朱礼球）

记者从佛山市体彩中心获

悉，当地针对顶呱刮新票“8”系列的 70

万元赠票活动正在火热进行。 在佛山

体彩实体店购买顶呱刮新票“8”可享

受三重回馈， 一是可以参与国家体彩

中心开展的线上抽奖活动， 二是可以

参与广东省体彩中心开展的 1000 万

元赠票活动， 三是参与佛山体彩“加

料”的 70 万元赠票活动，本地赠票活

动中，刮出“顺心”符号，即可获赠 10

元即开票(

见图表

）。

据了解，2022 年 9 月 16 日～10 月

10 日期间， 凡在佛山市体育彩票实体

店购买即开型体育彩票“8”系列主题

游戏

（含

50

元 、

20

元和

10

元三种面

值 ）

，单票刮出“顺心”符号，完成兑奖

即可获赠 10 元即开票。

活动总赠票资金为 70 万元

（其中

禅城区 、南海区 、高明区、三水区资金

池

50

万元，顺德区资金池

20

万元，各

资金池独立设置和结算， 不支持跨资

金池兑换赠票 ， 不限制活动同步结

束 ）

。 如活动期间派奖资金未使用完

毕，活动按时结束；如派奖资金提前派

送完毕， 活动截止至派奖资金送完当

日 24:00。

佛山体彩温馨提醒， 活动结束则

停止兑换赠票，购彩者如刮出“顺心”

符号， 请尽快到佛山任意体彩实体店

兑换赠票。 本次活动由佛山市体育彩

票中心进行解释，如遇政策调整，方案

将根据相关要求进行调整或终止，

届时另行通知。

本地 70 万元赠票活动期间，佛山

购彩者还可同步参与国家体彩中心开

展的顶呱刮“8”系列线上抽奖活动，以

及广东省体彩中心开展的 1000 万元

赠票活动。 根据广东体彩 1000 万元赠

票规则，顶呱刮“8”系列彩票刮出“幸

运”符号，可获赠 500 元即开票，刮出

“安康”符号，可获赠 50 元即开票。

佛山体彩买顶呱刮“8”系列享三重好礼

70万元赠票活动火热进行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