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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彩票

双色球红球开奖号码走势图

（开奖时间4月7日）

市体彩中心电话 2613350

(第21087期)
中奖号码
排列３ 8 6 6
排列５ 8 6 6 6 4
奖级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一等奖 4817 1040
组选3 7771 346
排列5 26 100000

体彩排列３排列５

(第21087期)
基本号码 特别号码

05 10 12 22 25 30 01
奖级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一等奖 0
二等奖 1 28735
三等奖 6 2394
好彩2 439 40
好彩3 740 355

南粤风采36选7

中奖号码 01
奖级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好彩１ 4979 46
鼠 491 15
春 877 5
东 2368 5

南粤风采“好彩1”

中奖号码

9 0 2
奖级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单选 12940 1040
组选6 30602 173

福彩3D(第2108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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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以官方
网站或投注站开奖公告为准。）

体彩大乐透
(第21038期)
中奖号码前区 后区

09 11 20 29 32 01 07
奖级 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元)
一等奖 17 6113204
二等奖 199 51254
追加
一等奖 12 4890563
二等奖 69 41003
奖池：9.15亿元

在 3月 30日开奖的双
色球第2021033期中，深圳
彩民揽获5注一等奖，紧接
着，在4月1日开奖的双色
球第2021034期，深圳彩民
又揽获1注一等奖。4月2
日下午，幸运彩民吴先生（化
名）在哥哥的陪同下来到深
圳福彩兑奖中心领奖。中奖
票是一张7+1复式票，出自
龙华区福城街道茜坑路28-
1号83020190福彩站，吴先
生凭这张复式票揽获1注一

等奖、6注三等奖，总奖金
887 万多元。值得注意的
是，吴先生是通过多期投注
的方式，一次购买了多期的
双色球彩票，这是深圳彩民
首次通过多期投注中出双色
球一等奖。

“平时睡得很早，今天早
上看到福彩站主群发来的开
奖号码，顺手核对了一下之
前买的彩票，才发现自己中
奖了，下午就赶紧过来领
奖。”吴先生表示，刚得知自

己中大奖时有点懵，请哥哥
帮忙反复核对才敢确认自己
真的中了奖。

提起选号经历，吴先生
觉得十分神奇。虽然吴先生
哥哥是每期必买双色球的忠
实彩民，但吴先生购彩频率
并不高。“这是我今年第三次
买彩票，那天本来是替哥哥
去买彩票，我觉得好玩，就自
己也买了一张，没想到竟然
中大奖了。”吴先生说，当时
看着也没多想，觉得有趣就

随意选了几个号。“我是3月
28日买的彩票，当时，销售
员推荐了多期投注，我觉得
有趣又省事，就打了几期。”

领奖时，吴先生表示自
己买彩票会量力而行，买多
买少都是做了公益，中不中
奖就看运气了。吴先生来深
圳奋斗10多年，已经有了3
个可爱的孩子，他表示，将用
这笔奖金在深圳改善家里的
生活条件。

（深福）

今年第三次买彩票就中头奖

深圳小伙揽双色球887万元

快乐 8 在惠州上市以
来，奖销两旺。该游戏以其
丰富多样的玩法深深吸引着
广大彩民。

胆拖玩法揽69.8万元

3月25日，惠州市一彩
民喜中快乐8胆拖选八“7胆
全拖”投注全中，该彩民一举
收获了13注选八中八（单注
5 万元）和 60 注选八中七
（单注 800 元），合计奖金
69.8万元，该奖出自惠城区
菜园墩 78 号 44080115 号

站点。中奖彩民贺小姐（化
名）说她这次是首次采用这
种胆拖玩法，上一次投注写
的全是小号，这回凭直觉全
写了大号，抱着试玩的心态，
中奖完全是意料之外的好
事。

“选九”人气玩法中37.7万元

3月 31日晚，快乐8开
奖后，惠州市快乐8交流群
里又热闹起来了，44080154
号站点爆出快乐8选九玩法
单注最高奖30万元，该站点

位于惠城区江北文昌一路
8-14号，今年2月6日也曾
中出过一次选九单注最高奖
30万元。

4月1日上午一大早，彩
民陈先生（化名）就来到市中
心兑奖。陈先生采用了选九
复式12码的投注方式，分别
中得1注选九中九（单注30
万）、27注选九中八、108注
选九中七以及84注选九中
六，获得总奖金37.728万元。

聊起玩彩，陈先生非常
愉快和轻松。之前在那家站

点的彩民交流群里，常看到
大家讨论快乐8玩法聊得热
火朝天，老板还不时晒出彩
民中奖票，今年2月开始跟
着玩，目前为止，玩过选十、
胆拖网红玩法、还有就是选
九了。“几种玩法尝试后，现
在我基本固定用‘选九’自选
复式投注这个玩法，因为复
式投注金额稍微大些，我会
比较理性地一周投注一次，
反正既不影响我的生活，还
基本都有中奖。”陈先生说。

（惠福）

胆拖和“选9”吸引彩民

惠州一周两次中快乐8大奖

双色球21036期开出：
01、02、06、11、21、26-11，
本栏荐中一个胆码“26”。

一区：重点关注“09”。
“09”与 21034 期“10”、
21031 期“11”形 成 斜 三
连。另外，适当关注“04、

05、06、08”。“08”与上期
“11”、21035期“14”形成斜
三连。

二区：重点关注“16”。
“16”与 21035 期“14”、
21033期“12”形成斜三连。
另外，适当关注“12、17”。

三区：适当关注“24、
25、30、32”。“24”与上期

“21”、21035期“18”形成斜
三 连 ；“25”与 21034 期

“23”、21031期“21”形成斜
三 连 ；“32”与 21033 期

“31”、21029期“30”形成斜

三连。
21037期号码参考：
红球：04、05、06、08、

09、12、16、17、24、25、30、
32；

蓝球：02、10、11、12。
（阿正）

双色球21037期：关注“09、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