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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幸运最吉利的选号
“生日号”组合中大乐透头奖

生活中，生日号经常被当作幸
运数字来使用。人们在设置账号
密码时，生日号的使用频率就不
低。而在买彩票时，通过组合生日
号进行投注的购彩者就有不少，且
其中不乏有人幸运击中大奖。前
不久，浙江台州1033万、广东东莞
781万以及江苏苏州759万元得主
现身领奖。三地中奖者，所中均为
体彩大乐透头奖，且均通过组合自
己或家人的生日号进行投注，幸运
击中大奖。

买大乐透才几个月
家人生日号组合中1033万

7月13日，浙江台州购彩者朱
先生现身省体彩中心，领走大乐透
1033万元大奖。

12日，在体彩大乐透第21079
期开奖中，朱先生通过一张9+3复
式票，中出1注990万元一等奖及
小奖一连串，单票收获奖金1033
万元。

“太激动了，昨晚得知中奖之
后兴奋了很久，直到现在坐在体彩
中心，我还觉得有点不敢相信。”朱
先生说，自己购买彩票的时间并不
长，接触体彩大乐透也是最近几个
月的事，“开始是朋友向我推荐的
大乐透，他说容易上手，并且奖金
也很丰厚。在他的力荐之下，我成
为了大乐透的忠实玩家。没想到
的是这，才买几个月竟然就让我中
得大奖，真的是太令人惊喜了！”

谈及选号的“秘诀”，朱先生表
示有自己的思考，“我选择的号码

偶尔会有变化，但不管怎么变，都
会有家人的生日号在里面，他们给
予了我幸福，也给予了我好运。”

朱先生说，这次中得千万元大
奖，是生活给他的一块巧克力，他
想和家人一起分享这份甜蜜。

购买体彩6年多
夫妻生日号组合中781万

7月20日，广东东莞购彩者张
先生夫妇携手现身市体彩中心，领
走大乐透781万元大奖。

19日，在体彩大乐透第21082
期开奖中，张先生通过一张前区3
胆6拖+后区3拖的胆拖票，中出1
注746万元一等奖及小奖一连串，
单票收获奖金781万元。

张先生是80后，平时在虎门
镇经营一些小生意。作为一名体
彩爱好者，他接触体育彩票已经有
6年之久，对于各种游戏均有涉猎，
并且也中过一些小奖。他透露，这
次中得大奖的大乐透号码，是由他
和他太太的生日数字共同组成的，
可谓夫妻同心，幸福人生。

张先生表示，奖金会给自己的
生意补充下支持资金，让生意更好
地经营下去。另外，他还计划跟爱
人出去旅游，度个蜜月小假期，生
个孩子，将来为国家作贡献。

心血来潮尝试 一家三口生
日号组合中759万

前不久，江苏苏州购彩者钟先
生现身省体彩中心，领走大乐透
759万元大奖。

7月7日，在体彩大乐透21077
期开奖中，钟先生通过一张10期
连投的、6+2复式票，中出1注757
万元一等奖及小奖若干注，单票收
获奖金759万元。

据了解，钟先生是购彩多年的
资深彩友，平时喜欢购买大乐透和
江苏本地游戏7位数。以前，买大
乐透时他喜欢看看走势图研究号
码，买7位数则采用守号生日号
码。有一天，他突发奇想：何不用
生日号来投注大乐透呢？

说干就干，钟先生根据自己和
父母的生日号编了一组6+2复式

号码，雷打不动地投注了3年多。
由于采用了复式投注和多期投注，
该票除了在第21077期中出1注
757万元一等奖之外，还在其它期
数中中得若干小奖，单票合计收获
奖金759万元。

领奖时，钟先生得意地说：“当
时编好这注号码就决定不再改了，
你看后区两个号码，一个06，一个
08，太吉利了！”

生日号最幸运的号

生日，是每个人生命中重要
的日子。生活中，不少人将自己
或家人的生日号当作幸运号码，
用来设置密码、制作幸运符号
等。在彩市，用生日号进行彩票
投注的购彩者有很多，尤其是7星
彩、排列游戏等数字型游戏，用生
日号作为彩票号码投注十分简
单，购彩者可以说是信手拈来，屡
试不爽。而将生日号组合成体彩
大乐透号码，则需要购彩者精心
组织一下，将前区号码数控制在
35以内，后区号码数控制在12以

内，需要花一些心思。
用生日号投注体彩大乐透，

并中出百万元甚至千万元大奖的
事，在彩市中并不少见，甚至可以
说是屡见报端。

记录生日号，记录对家人的
爱与关怀。繁忙的日常工作与生
活，有时忘记家人的生日在所难
免。而如果是购彩者，将家人生
日号编写成一组彩票号码，期期
不落地进行投注，相信肯定不会
忘记这一重要的日子。

前不久，浙江台州的朱先生
用家人生日号组合击中大乐透
1033万元大奖。他说：“我选择的
号码偶尔会有变化，但不管怎么
变，都会有家人的生日号在里面，
他们给予了我幸福，也给予了我
好运。”

广东东莞的张先生夫妇可以
说是“夫妻同心”的典型。张先生
用他自己和太太的生日数字共同
组成一组大乐透号码，击中781万
元大奖，可谓夫妻同心，幸福人
生。

江苏苏州的钟先生用自己和
父母的生日号编了一组大乐透
6+2复式号码，雷打不动地投注
了3年多，幸运击中759万元大奖。

父母、子女、爱人……用家人
生日号组合而来的彩票号码，不仅
包含着购彩者对大奖的向往，也包
含着对家人的深情，可以说是最幸
运的号码。日常投注，如果没有灵
感选号，或没有心仪的号码投注，
不妨随手来一注生日号。随手作
公益的同时，娱乐生活，也丰富了
个人情感。 /中国体彩网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长春市基本殡葬惠民补贴办法》于
今年1月4日印发后，较好的保障了人民
群众的基本殡葬需求，减轻了居民的丧
葬负担。但龙峰殡仪馆关停后，部分西
部城区居民因距市殡仪馆（朝阳沟）较
远，就近选择公主岭市第二殡仪馆（范家
屯镇）办理遗体处理，没有享受到殡葬惠
民免除政策。

为进一步完善长春市殡葬公共服务
体系，使西部居民共享殡葬改革发展成
果，长春市民政局、长春市财政局对原
《长春市基本殡葬惠民补贴办法》（长民
规〔2021〕1号）进行了修订。

长春市民政局现将修订后的《长春
市基本殡葬惠民补贴办法》公开征求意
见，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2021年8月17
日，公众可通过来电及电子邮件等形式
提出意见。联系电话：0431-87905330，
电子邮箱：11102213@qq.com

长春市基本殡葬惠民补贴办法主要
内容

为进一步深化殡葬改革，建立与我
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殡葬基本
服务制度，根据民政部等16个部门制定
的《关于进一步推动殡葬改革促进殡葬
事业发展的指导意见》（民发〔2018〕5
号）和《中共长春市委 长春市人民政府
关于进一步推进殡葬改革促进殡葬事业
发展的实施意见》（长办发〔2020〕26号）
的要求，结合我市实际，继续对城市居民
基本殡葬费用实行免除政策，具体内容
如下：

一、下列在长春市死亡并按殡葬法
律法规火化的，享受基本殡葬费用免除

（一）具有本市城区(含双阳、九台
区)户籍的居民；

（二）非长春市户籍的在长各大、中
专院校全日制学生；

（三）驻长部队现役军人、非长春市
户籍的军队离退休干部；

（四）在长春市居住并取得《长春市
居住证》的人员；

（五）因自然灾害死亡人员。
二、免除六项基本殡葬费用
（一）普通殡仪专用车遗体运输费

160元；
（二）三天内普通冰柜遗体存放费

270元；
（三）普通火化设备遗体火化费220

元；
（四）一个价值200元以内的骨灰

盒；
（五）一个价值100元以内的纸棺；
（六）一年骨灰寄存费45元。
以上六项基本殡葬消费免除金额最

高限额为995元。双阳区、九台区以当
地物价部门定价标准为准，免除金额最
高限额为746.50元。价格变动时可根据
物价部门审批进行调整，据实结算。

在长春市死亡，并符合基本殡葬费
用免除条件的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
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乌孜别克族、
塔塔尔族、东乡族、撒拉族、保安族等少
数民族逝者，根据国家规定，按照本民族
习俗实行土葬后，参照本办法，享受995
元基本殡葬费用补助。

三、享受免除领取程序
（一）逝者户籍在长春市主城区、开

发区的，家属（指逝者的直系亲属或法
定监护人）须在市殡葬服务中心或公主
岭市第二殡仪馆办理遗体处理；逝者户
籍在双阳区、九台区的，家属须在当地
区殡仪馆办理遗体处理。

（二）市殡葬服务中心、公主岭市第
二殡仪馆、双阳区殡仪馆、九台区殡仪
馆、市回族殡葬服务站负责基本殡葬费
用免除的初审工作，对核实无误的，费
用直接予以免除；对有异议的，逝者家
属需先行缴费，经核实后确属享受免除
丧葬补助费的，逝者家属需提供相关材
料，在1个月内到殡葬服务单位办理退
费手续。

（三）逝者为驻长部队现役军人，需
提供《军官证》《士兵证》《学员证》；逝者
为驻长大中专院校全日制学生，需提供
《学生证》。

（四）对符合免除条件在外地死亡，
并在当地办理遗体处理的，逝者家属应
在3个月内凭死亡证明、火化相关材料、
发票（含消费明细）并到户籍所在地注
销户口后，携带原件及复印件到属地殡
仪馆办理报销手续，火化地与户籍地基
本殡葬费用收费标准不一致的，按照价
低的标准报销。

（五）六项殡葬项目均为基本消
费。在殡仪馆内消费超过免除基本殡
葬消费最高限额（市殡葬服务中心、公
主岭市第二殡仪馆995元，双阳区、九
台区殡仪馆746.5元）时，按最高限额免
除；未超过最高限额的，按实际选项据
实免除。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王跃 报道

《长春市基本殡葬惠民补贴办法》
新修订后公开征求意见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21199期开奖公告

投注方式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 应派奖金合计
直选 6579注 1040元 6842160元
组选3 0注 346元 0元
组选6 37255注 173元 6445115元

本期中奖情况

开奖号码：4 8 3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21199期开奖公告

奖级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 应派奖金合计
一等奖 42注 100000元 4200000元

本期中奖情况

开奖号码：4 8 3 7 4

全国销售金额：13809992元。

全国销售金额：28917952元。

体彩超级大乐透第21086期开奖公告

奖级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 应派奖金合计
基本 1注 10000000元 10000000元
追加 0注 0元 0元
基本 71注 176586元 12537606元
追加 25注 141268元 3531700元

三等奖 221注 10000元 2210000元
四等奖 678注 3000元 2034000元
五等奖 15562注 300元 4668600元
六等奖 17750注 200元 3550000元
七等奖 41253注 100元 4125300元
八等奖 648922注 15元 9733830元
九等奖 6798796注 5元 33993980元

一等奖

二等奖

本期开奖号码：02 03 07 16 17 + 06 10

本期一等奖出自：上海（基本1注）。
822607828.27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中奖情况

体彩7星彩明日开奖
截至第21086期
奖池余额为

201906062.24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