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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注 1131 万 + 4 注 628万

体彩大乐透中出 9注一等奖
本报讯记者金海燕报道 6月

23日袁体彩大乐透第 21071期前
区开出号码 08尧11尧16尧29尧35袁后
区开出号码 01尧04遥 本期通过
2.85亿元的销量袁 为国家筹集彩
票公益金 1.02亿元遥 本期一等奖
开出 9注, 其中 4 注为 628万元
基本投注一等奖袁 分落浙江尧四
川尧贵州尧甘肃曰5注为 1131万元
渊另含 503万元追加奖金冤追加投
注一等奖袁 分落新疆 渊2 注冤尧浙
江尧四川尧陕西遥开奖结束后袁奖池
滚存 5.96亿元遥

一等奖：5注1131万+4注628万

数据显示袁 新疆中出的 2注
1131 万元全部出自和田一体彩
实体店袁 中奖彩票为一张 2倍投
注尧12 元投入的单式追加倍投
票袁单票擒奖 2263万元遥

浙江中出的 1131 万元出自
金华袁中奖彩票为一张 2注号码尧
6元投入的单式追加票遥
四川中出的 1131 万元出自

成都袁 中奖彩票为一张前区 4胆
31 拖+后区 2 拖的胆拖追加票袁

单票擒奖 1140万元遥
陕西中出的 1131 万元出自

西安袁中奖彩票为一张 3注号码尧
9元投入的单式追加票遥

此外袁浙江宁波尧四川成都尧
贵州黔西南尧 甘肃陇南各中出 1
注 628万元基本投注一等奖遥

对比可见袁 由于采用了追加
投注袁本期来自和田尧金华尧成都尧
西安的幸运购彩者袁 在单注一等
奖方面多拿了 503 万元追加奖
金袁 从而使得单注一等奖总奖金
达到 1131万元遥

本期一等奖累计中出 8174
万元遥

二等奖：单注追加奖金34.60万

二等奖开出 79注袁每注奖金
19.22万余元曰 其中 21注采用追
加投注袁 每注多得奖金 15.37万
余元遥追加后袁二等奖单注总奖金
34.60万元遥

三等奖开出 309注袁 单注奖
金 1万元遥四等奖开出 748注袁单
注奖金 3000 元 遥 五等奖开出
14923注袁单注奖金 300元遥 六等

奖开出 17364注袁 单注奖金 200
元遥七等奖开出 38402注袁单注奖
金 100 元遥 八等奖开出 570096
注袁单注奖金 15元遥 九等奖开出
6124064注袁单注奖金 5元遥
本期二等奖至九等奖累计中

出 7471万元遥一等奖至九等奖累
计中出 1.56亿元遥

下期：奖池滚存 5.96亿

奖池方面袁本期开奖结束后袁
5.96亿元滚存至 6月 26日渊周六冤
开奖的第 21072期遥

体彩市场掀热浪，各地体彩亮点多

省市体彩活动精彩纷呈

目前袁新冠肺炎在我国仍有
散发病例袁 疫情防控不能放松遥
各地体彩工作者积极参与防控
工作遥

6 月 16日袁 湖南体彩举办
了以野疫苗接种 体彩助力冶为主
题的宣传活动遥体彩志愿者来到
金苹果大市场新冠疫苗接种宣
传点袁向市民宣传疫苗接种的常
识遥患有高血压的陈女士担心自
己有基础病而没去接种疫苗袁志
愿者向她讲解了相关知识袁野高
血压不是绝对禁忌症袁血压如果
控制得比较平稳袁也是可以接种
的遥 您可以到接种现场咨询医
生遥 冶听完志愿者的讲解后袁陈女
士表示会抓紧预约接种遥

此次公益宣传活动让不少
市民对新冠疫苗有了更全面客

观的认识遥 野以前我也有担心袁我
都 70多岁了袁 这个年龄适不适
合打疫苗钥也不知道打疫苗是否
有副作用钥今天得到了专业人士
的介绍袁看到了新冠疫苗接种的
宣传资料袁 让我彻底打消了顾
虑遥 冶七旬老人王先生是长沙市
车站路社区居民袁他在疫苗宣传
点咨询后袁跟邻居和家人分享了
自己的接种感受袁野政府保护大
家的健康袁 免费为大家接种袁咱
们就该积极响应主动接种袁一起
构筑免疫屏障遥 冶

本次活动向 2000多位居民
和市场经营者发放了宣传资料袁为

300多人提供了免费体检服务遥
6月 1日起袁 广东顺德体彩

陆续派出 9名人员赶赴乐从尧北
滘尧大良等镇街袁参与基层一线疫
情防控工作遥近日袁顺德天气变幻
莫测袁时而倾盆大雨袁时而酷暑难
熬袁 每个核酸检测点除了医护人
员尧 安保人员外袁 还能看到很多
野红马甲冶坚守防控一线袁顺德体
彩的工作人员便是其中一员遥 在
高温的环境下袁挥汗如雨袁坚守岗
位袁 他们耐心地指引市民有序出
示健康码袁测量体温袁细致检查健
康码有效信息袁 协助维持现场秩
序袁帮助有需要的市民袁做好疑问
解答袁 全心全力做好核酸检测点
的秩序维护工作遥

参与疫情防控

■记者于彤报道
夏至已过，全国各地的天气愈发炎热起来，比天气更“热”的是彩市。目前，欧洲杯激战正酣，湖北、

江苏等地体彩为欧洲杯造势；湖南、广东等地体彩人担任疫情防控志愿者；黑龙江、宁夏体彩参与当地
的“节日”活动，为百姓生活添彩；北京体彩组织观摩团，现场见证大乐透等游戏的开奖全过程。

欧洲杯赛事目前已进入到
小组赛最后阶段袁为了给欧洲杯
造势袁 各地体彩人纷纷行动起
来袁为球迷和购彩者带来更多有
关欧洲杯的消息袁同时也让大家
了解竞彩游戏尧感受体彩带来的
欢乐遥

6 月 9日 8 时袁湖北天门六
位体彩代销者和一名体彩工作
人员组成的欧洲杯巡游车队缓
缓驶上街头袁 开始巡街宣传遥 5
月下旬参加省体彩中心欧洲杯

专题培训后袁天门体彩代销者便
积极行动起来袁自发开展宣传拉
新活动要要要朋友圈里推介尧店内
外氛围营造尧 私家车上街 野吆
喝冶袁 有的还自掏腰包通过公共
媒介为自己的体彩店打广告遥天
门体彩乘势而上袁公开征集了六
名热心的代销者组成宣传车队袁
在天门区域内的商圈尧住宅小区
和体彩店门附近进行了为期三
天的巡游袁传播和展示体彩公益
品牌形象袁并向广大市民宣传欧
洲杯的消息遥

参加巡游的都是当地竞彩

销售名列前茅的实体店代销者袁
他们表示袁欧洲杯是体彩代销者
和广大足球爱好者共同的节日袁
除开展巡游宣传外袁欧洲杯期间
还会在店内组织购彩者看球袁把
竞彩销售和娱乐结合起来袁营造
欧洲杯期间和谐尧激情尧欢乐的
氛围遥

6月 16日袁 江苏各地均举
办了野6窑16彩民节冶活动遥 今年
的彩民节以 野遇见欧洲杯 不负

热爱冶为主题袁切蛋糕尧点亮激光
球尧欧洲杯知识竞猜小游戏等现
场互动活动精彩纷呈遥泰州的彩
民节庆祝活动在 12161 实体店
举行袁体彩工作人员尧购彩者代
表尧 销售代表共同启动激光球袁
分享节日蛋糕遥体彩工作人员还
为购彩者和销售员代表送上了
健康大礼包袁提醒大家在工作之
余积极参与全民健身活动遥现场
还组织开展了党史百题知识竞
答尧欧洲杯知识竞猜等活动遥

造势欧洲杯

江苏购彩者欢庆彩民节

圣水日尧安全日噎噎如今袁百
姓生活中的野节日冶越来越多袁各
地体彩积极参与节庆活动袁 为广
大群众的生活添彩遥

6月 13日袁 第 37届五大连池
火山圣水节开幕仪式在黑龙江省五
大连池风景区圣水广场举行袁 体彩
元素成为圣水节的一道靓丽风景遥

五大连池火山圣水节是五大
连池风景区的一项传统节庆项
目袁历经数百年传承遥达斡尔民族
称其为斡米南节袁蒙古族尧鄂伦春
族尧鄂温克族称其为神水日袁汉族
称其为药泉会 袁1992 年被列入
野百大节庆冶袁2007年成为黑龙江
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袁2010年
被批准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遥

黑河市体彩中心为圣水节添
彩袁在活动现场展示尧销售体育彩
票袁 搭建了 5顶体彩宣传销售帐
篷袁设立了 20块体彩公益宣传展
板袁悬挂公益条幅遥体彩宣传车也

现身圣水节袁通过悬挂海报尧播放
视频等方式宣传体彩遥

6 月 16 日袁以野落实安全责
任 推动安全发展冶为主题的安全
宣传咨询日活动在宁夏银川光明
广场举行袁 体育彩票也参加了这
场安全宣传教育活动中遥

宁夏体彩在现场开展了安全
知识尧体育健身尧责任彩票尧体彩公
益金使用尧理性购彩尧欧洲杯等相
关知识的宣传袁并向广大民众送上
了印有体彩标识的宣传物料袁帮助
市民从理论知识和印象感知双层
面对体育彩票进行了解遥

当天下午袁 宁夏体彩还参加
了自治区体育局组织的安全知识

培训和观摩活动遥 通过安全知识
学习尧现场观摩尧实践演练等活动
进一步提高了体彩从业人员安全
生产的思想认识尧 巩固安全生产
氛围袁筑牢安全防线袁增强了做责
任彩票的信心和决心遥

为“节日”添彩

6月 21日袁由北京体彩优秀
党员代销者尧销售员尧购彩者组成
的北京体彩公信见证团袁 来到中
国体育彩票开奖大厅袁参加野相约
体彩 观摩开奖冶活动遥

观摩团成员由党员和入党积
极分子组成袁他们中有刚刚加入体
彩行业的 90后代销者尧销售员袁有
经营体彩实体店 20余年的老体彩
人袁还有长期关注尧购买体育彩票
的购彩者遥 当日袁大家共同见证了
大乐透第 21070期开奖的全过程遥

当日 19时 20分袁统一着装的
观摩团成员在北京体彩中心工作
人员的带领下袁经过严格的扫码测
温尧身份验证后袁走进中国体育彩

票开奖接待大厅袁开启观摩之旅遥
摇奖结束后袁观摩团成员拿着

开奖大厅赠送的体育彩票核对号
码袁感受中奖的惊喜,讨论刚才的
开奖过程袁 分享观摩开奖的感受遥
野今天来看体育彩票开奖袁 一方面
是了解袁一方面是监督遥 冶野没想到
体育彩票的开奖流程这么严谨袁服
务这么贴心袁感谢体彩中心赠送给
我们彩票和小礼物袁还为我们制作
了中国体育彩票现场开奖监督证
书袁充满了仪式感尧成就感遥 冶刚刚
加入体彩行业的 90后党员冯女士
点赞观摩活动袁称赞观摩活动有意
义袁回去以后要多加宣传袁还要带
身边的人来看开奖遥

见证体彩开奖

北京体彩观摩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