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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彩票

（开奖时间7月21日）

市体彩中心电话 2613350

(第21192期)
中奖号码
排列３ 7 4 0
排列５ 7 4 0 7 0
奖级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一等奖 6242 1040
组选6 15913 173
排列5 109 100000

体彩排列３排列５

(第21192期)
基本号码 特别号码

02 03 06 10 27 28 25
奖级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一等奖 0
二等奖 0
三等奖 3 2921
好彩2 487 32
好彩3 863 273

南粤风采36选7

中奖号码 25
奖级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好彩１ 3769 46
鼠 268 15
秋 177 5
西 102 5

南粤风采“好彩1”

中奖号码

6 4 7
奖级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单选 38278 1040
组选6 60865 173

福彩3D(第211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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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83期)
中奖号码前区 后区

07 09 11 26 35 01 08
奖级 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元)
一等奖 6 7329020
二等奖 84 148138
追加
一等奖 1 5863216
二等奖 42 118510
奖池：7.59亿元

双色球开奖号码走势图

双色球21082期：关注“01、18”

7月20日晚，中国福利
彩 票 双 色 球 21081 期 开
奖。当期双色球红球号码
为“01、03、05、18、22、
23”，蓝球号码为“01”。

当期双色球开出一等
奖 4 注，单注奖金为 1000

万元。这 4注一等奖花落
4 地：内蒙古、福建、云南
和陕西各1注。

二等奖开出135注，单
注金额 20 万多元。当期
末等奖开出696万多注。

当期红球号码大小比

为 3:3，三区比为 3:2:1，
奇偶比为 4:2。其中，红
球开出 3 枚重号“05、22、
23”，两枚隔号“01、03”，1
组二连号“22、23”，1组奇
连号“01、03、05”，1 组同
尾号“03、23”，两枚斜连

号“22、23”。
当期全国销量为 3.44

亿多元。计奖后，双色球
奖池金额为 9.97 亿多元。
下一期，彩民依然有机会
以两元中得1000万元。

（中彩）

双色球21081期开奖

一等奖4注各1000万元

“大奖来得真是时候。”
重庆市九龙坡区彩民吴先
生（化名）感慨地说。因为
要领取双色球 612 万元大
奖，他在24小时内乘坐了3
次飞机。

得知中奖是在 18 日
晚。当时，吴先生出差到上
海准备参加会议。一飞抵
上海，他就发现自己16日购
买的双色球彩票中了一等
奖，奖金612万元。由于会
议时间为 20日，吴先生立
马订了19日的机票，飞回重
庆领走大奖后，又立即飞回
上海。

吴先生今年40岁左右，
购买彩票已有 10多年，每
期双色球彩票总是买得很
早。这张中了大奖的彩票
购于 16日早上 9:39，是一
张8元的单式4注彩票。18
日晚，他乘坐飞机出差前往
上海参加会议，下飞机后打
开手机，在微信群中得知自
己购彩的站点中出1注双色
球一等奖。

樊红飞是售出中奖彩
票实体站的业主。开奖后，
他立即将好消息和开奖号
码分享在了群里。吴先生
见群友们都回答不是自己

中的，忍不住掏出彩票核
对，结果发现号码一模一
样！吴先生迅速在网上查
询了当期一等奖金额：612
万元！“巨款哪！”吴先生惊
叹，这相当于他 10年的工
资收入。

当晚，入住酒店后，吴
先生一直处于激动中，一遍
又一遍地核对开奖号码，反
复确认自己真的中了大
奖。思前想后到凌晨两点，
吴先生在网上订了19日的
机票，决定飞回重庆领奖。
19日下午，他从江北机场赶
到重庆福彩综合服务大厅，

办理了兑奖手续，马上又订
购了当晚飞往上海的机票。

“为了领奖，一点都不
觉得累。”吴先生放声大笑
说道，并透露中奖号码是一
注追号，才追了19期。吴先
生还有另一注追号，已追了
10多年。

中得大奖后，吴先生表
示不会改变自己的购彩方
式。10多年来，吴先生每期
双色球购彩金额都在10元
左右，“就是因为投注金额
不多，没压力，就当买着玩，
才能坚持下来。”

（中彩）

出差路上发现中了双色球一等奖

重庆一彩民打“飞的”领奖

双色球21081期开出：
01、03、05、18、22、23-01。
红球开出3个重号，下期预
计还会有重号开出，重点是

“01、18”。
一区：重点关注“01”。

“01”与上期“03”、21080期
“05”形成斜三连。另外，适
当关注“03、06、07、11”。

“07”与 21078 期“06”、
21074期“05”形成斜三连；

“11”与 21079 期“10”、
21076期“09”形成斜三连。

二区：重点关注“18”。
“18”与 21077 期“17”、
21072 期“16”形 成 斜 三
连。另外，适当关注“14、
19”。“19”与 21077 期

“17”、21072期“15”形成斜
三连。

三区：适当关注“25、
26、27、32”。“25”与 21079
期“24”、21076期“23”形成
斜三连；“26”与 21079 期

“28”、21076期“30”形成斜
三 连 ；“27”与 21079 期

“24”、21076期“21”形成斜

三 连 ；“32”与 21080 期
“29”、21078期“26”形成斜
三连。

21082期号码参考：
红球：01、03、06、07、

11、14、18、19、25、26、27、
32；

蓝球：04、06、08、10。
（阿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