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体彩大乐透亿元大奖一览

排名 奖金 期号 出奖地

1 4.97亿 2014年8月4日第14090期 山东省淄博市

2 3.00亿 2019年4月13日第19041期 山东省泰安市

3 2.69亿 2020年10月21日第20104期 浙江省舟山市

4 2.67亿 2015年1月19日第15008期 湖北省武汉市

5 2.56亿 2012年6月27日第12074期 江苏省苏州市

6 2.48亿 2011年8月29日第11101期 湖北省武汉市

7 2.14亿 2016年7月23日第16085期 江苏省苏州市

8 1.83亿 2013年2月16日第13017期 广东省中山市

9 1.80亿 2019年4月17日第19043期 青海省西宁市

10 1.77亿 2011年6月27日第11074期 重庆市

11 1.72亿 2015年4月13日第15041期 四川省成都市

12 1.44亿 2019年12月21日第19146期 山东省枣庄市

13 1.28亿 2020年4月25日第20028期 广东省深圳市

14 1.17亿 2015年2月16日第15020期 湖北省恩施市

15 1.16亿 2014年12月20日第14149期 江苏省徐州市

16 1.11亿 2019年3月6日19026期 江苏省盐城市

17 1.02亿 2012年12月8日第12144期 安徽省蚌埠市

18 1.00亿 2019年6月17日第19069期 江苏省南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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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18日，中国体育彩票
“微光海洋”公益平台正式上线，
邀请您为公益助力打Call，每一
个助力都是为了点亮心愿，每一
个改变背后都是温暖传递，让微
光汇聚成爱的海洋，公益体彩一
直在行动。

10月 18日至 12月 25日期
间，平台互动活动正式启动，让
公众都能见证公益，为公益体彩

打Call，同时获取抽奖机会赢取
幸运。

大家可通过手机微信搜索
“中国体育彩票”进入官方小程
序，点击“微光海洋”公益平台参
与互动活动，通过签到、案例评
论、案例打 Call等指定任务，获
取相应“爱心值”，通过“爱心值”
可获得抽奖机会，奖品包括手
机、手表、体彩吉祥物周边、电商

卡等，具体详情可进入“微光海
洋”公益平台进一步了解。

爱心路上从未独行，点滴
公益温暖如光。您所购买的每
张体育彩票如同涓涓小溪，将
每注善举汇聚成爱心海洋，快
来登录“微光海洋”公益平台，
光芒有你才闪耀，体彩公益邀
你同行！
陈敏

上投摩根投资能力居前
不平凡的2020年已过去3个季

度，在震荡、分化的市场行情中，部
分独具慧眼的基金公司牢牢把握住
机会，向投资者交出一份亮眼的成
绩单。以上投摩根基金为例，银河
证券数据显示，截至9月30日，近一
年上投摩根基金旗下股票基金算数
平均股票主动管理收益率达到了
66.22%。从具体业绩表现来看，银
河证券数据显示，截至9月30日，上
投摩根旗下超九成的主动权益基金
近一年内实现正收益，多达26只产
品收益率超 50%，其中，20只产品
收益率超60%。

一等奖开出35注 浙江揽下27注

2.69亿元！体彩大乐透开出今年以来最大奖
10月21日，体彩大乐透第20104期开奖，前区开出号码03、12、23、26、30，后区开出号码04、

07。本期通过2.76亿元的销量，筹集彩票公益金9969万元。本期全国共开出35注一等奖，浙江舟山
一家体彩实体店中出2.69亿元大奖。

在本期全国中出的35注一等奖中，有32注为997万元（含443万元追加投注奖金）追加投注一等
奖，出自浙江（27注）、江苏（3注）、安徽、福建；3注为554万元基本投注一等奖，出自江苏、广东、贵州。

浙江舟山中出的 2.69亿元
大奖，出自一张 81元投入的单
式倍投追加票，单票揽下2.69亿
元，是体彩大乐透今年中出的第

2个亿元大奖。
据统计，此次中出的2.69亿

元大奖，是体彩大乐透今年中出
的最大奖，目前排名第 3位。此

前，山东淄博诞生的4.97亿元大
奖，为体彩大乐透史上中出的最
高金额亿元大奖，也是体彩历史
上的最大奖。

二等奖开出 119注，每注奖
金 9.35万余元，其中 45注采用
追加投注，每注多得奖金7.48万
余元。追加后，二等奖单注总奖
金16.83万元。

三等奖开出 259注，单注奖

金1万元。四等奖开出1088注，
单注奖金 3000元。五等奖开出
13677注，单注奖金 300元。六
等奖开出 29394注，单注奖金
200元。七等奖开出 30495注，
单注奖金 100元。八等奖开出

728874注，单注奖金 15元。九
等奖开出 7992771注，单注奖金
5元。

奖池方面，本期开奖结束
后，6.44亿元滚存至 10月 24日
（周六）开奖的第20105期。

2.69亿元大奖历史排名第3位

奖池滚存至6.44亿

体彩邀您为公益打Call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赵柳影 文/图）10月 21日~23
日，“2020第十三届中国郑州
烘焙展会”和“2020第三届中
原·郑州国际宠物产业博览会”
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拉开帷
幕。喜欢烘焙和萌宠的市民不
妨去逛一逛。

据了解，2020第十三届郑
州烘焙展是今年中西部地区唯
一的专业烘焙展览会，现场汇
聚了全国各地原辅材料、包装
材料与制品、食品加工设备及
饼房周边产品等数百家优质供
应商，展示新品、爆品上万种。

近年来随着甜品台火爆全
网，可谓是烘焙市场的“宠儿”，
不论是婚宴、生日宴、朋友聚
会，还是企业庆祝，甜品台都作

为重头戏出现，不仅在各种场
景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装饰角
色，也成为人人迫不及待想品
尝的美味主打。记者看到，此
次展会现场开设了甜品台新品
展示体验区，市民可以亲身体
验甜品师的设计功力，学习甜
品台布局、搭配等。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经
济运行情况显示，第三季度经
济同比增长 4.9%，从环比看，
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2.7%，经济发展重归正轨。但
是饼店、蛋糕房普遍面临利润
变薄等一系列经营问题，对此
本届展会还举办“疫后烘焙行
业快速发展新动力大讲堂”，助
力我市烘焙市场提振信心。

同期，2020 第三届中

原·郑州国际宠物产业博览会
也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展会包括宠物食品、宠物用品、
宠物医疗、活体宠物等多个板
块，参展企业超200家，参展品
牌超800个。

温馨提示：观看以上展会
均需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进
入展区需全程佩戴口罩。

9月郑州商品房销售
均价每平方米11825元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曹婷）
昨日，记者从郑州住房保障和房地
产管理局最新了解到，据统计，今年
9月郑州全市商品房销售 19080套
（间），销售面积209.11万平方米，销
售均价每平方米11825元。

其中，9月商品住宅销售15501
套，销售面积185.12万平方米，销售
均价每平方米11944元。非住宅销
售3579套（间）,销售面积23.99万平
方米，销售均价为每平方米 10907
元。同时，9月郑州全市二手房共
成交 7654套（间），成交面积 77.13
万平方米，成交均价每平方米
10636元。其中，住宅二手房共成
交 7432套，成交面积 74.09万平方
米，成交均价每平方米10602元。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李爱琴）昨日记者从市市场监管
局获悉，我市首批放心消费示范
单位授牌仪式在中原区举行，锦
艺购物中心、王府井百货等5家
“市级放心消费示范单位”，万达
金街、郑州中翔超市有限公司等
32家区级放心消费示范单位、区
域代表获得荣誉牌匾。

据介绍，放心消费示范单
位、示范区域（街区）分为省、市、
县三级，创建申报认定工作通常
每年组织一次。申报市级放心
消费示范单位的，除了要诚信合
法经营，还必须对消费维权和投
诉举报处理及时，有效投诉处理
率达到 100%，当年消费投诉和
解率不低于 85%，并有完整、真

实的投诉处理记录；近2年未发
生安全、环境污染和公共卫生、
食品药品安全等事故。申报放
心消费示范区域（街区）要求近1
年未发生安全、环境污染和公共
卫生、食品药品安全等事故；区
域内经营者诚实守信、依法经
营，无较大失信行为和不良信用
记录；消费维权网络和投诉处理

机制健全完善，当年消费投诉和
解率不低于 85%等。

根据要求，各级市场监管部
门将对放心消费创建示范单位、
示范区域（街区）等实施动态管
理、定期抽查。对抽查过程中发
现问题的，限期整改，整改不到位
的，撤销其命名，且自被撤销公布
之日起三年内不得重新申报。

甜品＋萌宠，俘获少女心

郑州这两个展会有点“甜”

我市首批放心消费示范单位获授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