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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彩票

(第20014期)
基本号码 特别号码

03 09 12 14 17 21 07
奖级 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元)
一等奖 0
二等奖 0
三等奖 5 1825
好彩2 432 39
好彩3 848 283

南粤风采36选7

(第20006期)
红球号码 蓝球号码

03 04 05 10 16 32 09
奖级 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元)
一等奖 20 5735328
二等奖 363 50642
三等奖 2293 3000
奖池累计金额860929224元

双色球

中奖号码 07
奖级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好彩１ 3950 46
马 201 15
春 9 5
东 24 5

南粤风采“好彩1”

(第20014期)
中奖号码

排列３ 1 6 1
排列５ 1 6 1 5 0
奖级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一等奖 3914 1040
组选3 5205 346
排列5 37 100000

体彩排列３排列５

(第20014期)
中奖号码：1 3 7
奖级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单选 18634 1040
组选6 42221 173

福彩3D

广东福彩网址www.gdfc.org.cn

市福彩中心电话2273288 2278988

（以上仅供参考，结果以
投注站公告为准。）

中奖号码

0 9 0 8 9 9 8
奖级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一等奖 2 500万
二等奖 11 26495
三等奖 127 1800

体彩7星彩(第20006期)

市体彩中心电话 ２６１３３５０

（开奖时间1月14日）

1月13日，体彩大乐透
第20006期开奖，前区开出
号码“09、22、25、31、32”，后
区开出号码“08、12”。本期
以2.74亿元的全国发行量，
为社会筹集彩票公益金

9886万元。
本期全国开出 1 注基

本投注一等奖，资金 1000
万元，花落福建厦门，中奖
彩票是一张10元 5注单式
票。

二等奖中出106注，单
注奖金11.81万元。其中28
注为追加投注，每注多得奖
金9.44万元。追加后，二等
奖单注总奖金为 21.26 万
元。

三等奖中出153注，单
注奖金为10000元。

奖池方面，本期开奖结
束后，14.74亿元滚存至1月
15 日（周 三）开 奖 的 第
20007期。 （中体）

大乐透20006期开1注一等奖
筹集彩票公益金9886万元

根据《财政部关于2020
年彩票市场休市安排的公
告》(财政部公告2019年第
95号)要求，体育彩票2020
年春节休市时间为2020年
1月22日0:00至1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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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育彩票乐透型、数字

型游戏于2020年1月22日
(星期三)0：00停止销售，2月
1日(星期六)0：00恢复销售，
休市期间停止开奖和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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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足球彩票单场竞猜游戏、
篮球彩票单场竞猜游戏于1

月21日(星期二)22:00停止
销售，2月1日(星期六)9：00
恢复销售，具体事项以竞彩
网 (www.sporttery.cn) 有
关公告为准。

休市期间，即开型彩票的
销售活动由各省（区、市）体彩
中心根据体育总局彩票中心
的要求和当地实际情况决定。

由省(区、市)体彩中心
管理的非全国联网游戏停止

销售和开始销售的时间，以
当地省(区、市)体彩中心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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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日)；游戏兑奖期含春节休
市期间10天(含 1月 31日)
的，兑奖截止时间顺延三
天。 （中体）

1月22日0:00至1月31日24:00

体彩市场春节休市

2019年12月30日，大
乐透第19150期开奖，全国
共开出19注一等奖，其中一
注花落广东。这1注一等奖
出自揭阳市榕华大道作家书
店正门北侧的4420020068
体彩实体店，中奖彩票是一
张112元“8+2”复式票，单
票收获奖金687万多元。

日前，大奖得主张先生
（化名）独自一人来到揭阳市
体彩中心兑奖。据张先生
说，他购买体彩的时间有一
年多了，尤其钟爱体彩大乐
透玩法，每期必买。“我喜欢
采用复式投注的方式，投注
号码都是先机选然后对照走
势图补漏，组成最终号码
组。”张先生说，自己大学时
读的是金融专业，对数字较
为敏感，悟出来了一套“选号
秘诀”，“根据观察，我感觉大
乐透经常会开出一些令人意
想不到的组合，所以我倾向
于机选后，根据开奖概率来
补充号码。”

谈及中奖的心情，张先

生说：“我每次晚上九点多开
奖的时候都会用手机查看开
奖号码，所以开奖当晚我就
知道自己中大奖了。以前经

常是小奖不断，但从没中过
如此大奖，心情相当激动，整
晚都没有睡好呢！”

谈到如何使用这笔奖金

的时候，张先生笑着说：“暂
时还没对资金做任何规划，
打算先把钱存起来，以备不
时之需。” （粤体）

揭阳彩民喜中大乐透一等奖
激动得整晚都没有睡好

大乐透20006期开出：
09、22、25、31、32-08、12。

0字头：适当关注“04、
05”。“05”与 20002 期

“07”、19147期“09”形成斜
三连。

1字头：适当关注“10、

11、12、17、19”。“12”与上
期“09”、20005期“06”形成
斜三连；“19”是上期“22、
25”向左等距离延伸的号
码。

2字头：适当关注“23、
28、29”。“28”是上期“19、

22”向右等距离延伸的号
码；“29”与上期“31”、20005
期“33”形成斜三连。

3字头：重点关注“32、
33”。“32”与20005期“33”、
20003期“34”形成斜三连；

“33”与 20003 期“34”、

19149期“35”形成斜三连。
20007期号码参考：
前区：04、05、10、11、

12、17、19、23、28、29、32、
33；

后区：06、07、09、11。
（阿正）

大乐透20007期：关注“32、33”

中奖者（左）领奖现场。 图片来自广东体彩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