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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布第四批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发布截止日期20200422)
序号 名称 执行法院 案由
1 哈尔滨鑫广鹏商贸有限公司 哈尔滨铁路运输法院 租赁合同纠纷
2 哈尔滨欢乐口腔门诊有限公司 佳木斯铁路运输法院 劳动争议
3 绥化市富贵精制米有限责任公司 绥化市北林区人民法院 买卖合同纠纷
4 黑龙江瑞丰源米业有限公司 宝泉岭人民法院 保证合同纠纷
5 鹤岗市和鑫仓储有限公司 宝泉岭人民法院 保证合同纠纷
6 黑龙江省建三江农垦华龙粮油食品加工有限责任公司 建三江人民法院 劳动争议
7 黑龙江省建三江农垦龙兴米业有限责任公司 建三江人民法院 劳务合同纠纷
8 大庆久隆化工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大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买卖合同纠纷
9 黑龙江丽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大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房屋买卖合同纠纷
10 齐齐哈尔农垦鑫宇工程服务有限公司 九三人民法院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11 克山天源食品有限公司 绥北人民法院 借款合同纠纷
12 黑龙江省富鹏木业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其他案由
13 中绿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其他案由
14 黑龙江阿妈牧场农业集团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其他案由
15 黑龙江中农欣欣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16 鸡西龙嘉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合同纠纷
17 首创龙基科技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合同纠纷
18 黑龙江远东木业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借款合同纠纷
19 满洲里铁丰木业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借款合同纠纷
20 洛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借款合同纠纷
21 哈尔滨哈轴通用轴承制造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借款合同纠纷
22 黑龙江省盛恒基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其他案由
23 黑龙江丰熙集团宏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借款合同纠纷
24 三洲隆徽实业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其他案由
25 黑龙江红兴隆农垦弘盛粮油加工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借款合同纠纷
26 黑龙江安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27 金安桥水电站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融资租赁合同纠纷
28 黑龙江购百特便利店管理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 其他案由
29 哈尔滨群力沿江项目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法院 租赁合同纠纷
30 哈尔滨市康悦商贸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法院 劳动争议
31 哈尔滨金中环综合菜市场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法院 租赁合同纠纷
32 哈尔滨市百氏佳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法院 劳动争议
33 哈尔滨好来屋房地产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法院 房屋买卖合同纠纷
34 哈尔滨市爱诺广告设计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法院 劳动争议
35 京农数字时代科技(哈尔滨)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法院 劳动争议
36 哈尔滨联盟出租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法院 追偿权纠纷
37 国信卓越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法院 劳动争议
38 黑龙江禧年房地产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法院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39 哈尔滨市天文物业供热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法院 侵权
40 黑龙江省英迈运输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法院 劳动争议
41 黑龙江大军有机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法院 借款合同纠纷
42 哈尔滨国之裕米业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法院 借款合同纠纷
43 黑龙江飞冠科技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法院 借款合同纠纷
44 通河鸿鑫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法院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45 哈尔滨环琪商贸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松北区人民法院 租赁合同纠纷
46 哈尔滨毅次元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松北区人民法院 罚金
47 康吉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松北区人民法院 与公司有关的纠纷
48 哈尔滨元德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松北区人民法院 服务合同纠纷
49 哈尔滨市盛恒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松北区人民法院 承揽合同纠纷
50 佳木斯龙嘉农机制造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松北区人民法院 合同纠纷
51 哈尔滨昊旭技术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松北区人民法院 劳务合同纠纷
52 黑龙江省中材桩基础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哈尔滨市香坊区人民法院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53 哈尔滨律博地理信息系统工程服务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香坊区人民法院 劳动争议
54 哈尔滨汉晟工业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香坊区人民法院 劳务合同纠纷
55 黑龙江省冶金建设总公司 哈尔滨市香坊区人民法院 租赁合同纠纷
56 齐齐哈尔乾嘉木制品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香坊区人民法院 买卖合同纠纷
57 哈尔滨华满房地产经纪有限责任公司 哈尔滨市香坊区人民法院 劳动争议
58 哈尔滨晨龙奥格建筑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香坊区人民法院 买卖合同纠纷
59 黑龙江海腾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哈尔滨市香坊区人民法院 借款合同纠纷
60 哈尔滨富美实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香坊区人民法院 劳动争议
61 黑龙江承群商贸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香坊区人民法院 借款合同纠纷
62 黑龙江晓佳巧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香坊区人民法院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63 尚志忠信牧业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平房区人民法院 买卖合同纠纷
64 哈尔滨智居工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平房区人民法院 民间借贷纠纷
65 黑龙江波巴布现代农业产业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平房区人民法院 劳动争议
66 哈尔滨致观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阿城区人民法院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67 黑龙江美丽岛旅游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阿城区人民法院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68 哈尔滨市阿城区新吉星加热器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阿城区人民法院 劳动争议
69 黑龙江泰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阿城区人民法院 房屋买卖合同纠纷
70 黑龙江金上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阿城区人民法院 房屋买卖合同纠纷
71 哈尔滨市春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阿城区人民法院 房屋买卖合同纠纷
72 哈尔滨渤海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哈尔滨市阿城区人民法院 买卖合同纠纷
73 佳木斯宏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阿城区人民法院 借款合同纠纷
74 哈尔滨市呼兰区欣雨大药房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呼兰区人民法院 产品责任纠纷
75 哈尔滨天福缘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宾县人民法院 房屋买卖合同纠纷
76 哈尔滨大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宾县人民法院 买卖合同纠纷
77 黑龙江世纪城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尚志市人民法院 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
78 尚志汇源新生活牧业有限公司 尚志市人民法院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79 尚志龙粮油脂有限公司 尚志市人民法院 借款合同纠纷
80 巴彦县佳农农资综合有限责任公司 巴彦县人民法院 借款合同纠纷
81 哈尔滨昌隆粮油贸易有限公司 通河县人民法院 买卖合同纠纷
82 通河县汇宇米业有限公司 通河县人民法院 买卖合同纠纷
83 齐齐哈尔迪尔乐娱乐有限公司 齐齐哈尔市龙沙区人民法院 租赁合同纠纷
84 齐齐哈尔市教育局建筑公司木工厂 齐齐哈尔市建华区人民法院 买卖合同纠纷
85 齐齐哈尔市金吉酱菜有限公司 齐齐哈尔市铁锋区人民法院 买卖合同纠纷
86 讷河市晨光装修有限责任公司 讷河市人民法院 劳务合同纠纷
87 讷河市神禾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讷河市人民法院 借款合同纠纷
88 依安县北方面业有限公司 依安县人民法院 劳动争议
89 依安恒新生物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依安县人民法院 买卖合同纠纷
90 泰来家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泰来县人民法院 房屋买卖合同纠纷
91 泰来县中东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有限公司 泰来县人民法院 承揽合同纠纷
92 泰来县玉恒米业有限公司 泰来县人民法院 买卖合同纠纷
93 齐翔建工集团翔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富裕县人民法院 买卖合同纠纷
94 克山宇祥热电有限公司 克山县人民法院 其他案由
95 佳木斯南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鸡西市中级人民法院 借款合同纠纷
96 牡丹江天福利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鸡西市中级人民法院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97 黑龙江省中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鸡西市鸡冠区人民法院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98 鸡西市瀚禹供热有限公司 鸡西市恒山区人民法院 民间借贷纠纷
99 黑龙江省大山沙棘果开发有限公司 鸡西市麻山区人民法院 种植、养殖回收合同纠纷
100 密山市帅发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鸡东县人民法院 借款合同纠纷
101 鸡西市福缘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鸡东县人民法院 借款合同纠纷
102 鸡东县公路工程公司 鸡东县人民法院 借款合同纠纷
103 鹤岗市今时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鹤岗市南山区人民法院 借款合同纠纷
104 鹤岗市环瑞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鹤岗市兴安区人民法院 借款合同纠纷
105 绥滨县江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绥滨县人民法院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106 萝北宇明通讯设备有限公司 萝北县人民法院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107 黑龙江省牡丹江农垦鑫淼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萝北县人民法院 劳务合同纠纷
108 黑龙江省三利仁集团有限公司 集贤县人民法院 劳务合同纠纷
109 集贤县汇鑫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集贤县人民法院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110 黑龙江森瀚商贸有限公司 饶河县人民法院 劳务合同纠纷
111 大庆泓洋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大庆市龙凤区人民法院 劳动争议
112 大庆市倍力健身有限公司 大庆市龙凤区人民法院 劳务合同纠纷
113 大庆市丰达凯莱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大庆市让胡路区人民法院 借款合同纠纷
114 大庆骏腾车辆维修有限公司 大庆市让胡路区人民法院 买卖合同纠纷
115 黑龙江方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林甸县人民法院 其他案由
116 林甸县五星种子销售有限公司 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借款合同纠纷
117 大庆市三隆水处理成套设备有限公司 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借款合同纠纷
118 佳木斯任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佳木斯市郊区人民法院 借款合同纠纷
119 佳木斯中恒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佳木斯市郊区人民法院 借款合同纠纷
120 佳木斯中天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佳木斯市郊区人民法院 借款合同纠纷
121 桐庐富春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佳木斯市郊区人民法院 租赁合同纠纷
122 黑龙江省恒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同江市人民法院 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
123 同江兴和国际置业有限公司 同江市人民法院 追偿权纠纷
124 富锦市东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富锦市人民法院 借款合同纠纷
125 黑龙江省瑞阳房地产综合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桦南县人民法院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126 牡丹江牡丹峰娱乐有限公司 牡丹江市东安区人民法院 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
127 黑龙江新宏基建设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牡丹江市西安区人民法院 房屋买卖合同纠纷
128 黑龙江理想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牡丹江市西安区人民法院 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
129 穆棱市兴隆煤炭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穆棱市人民法院 买卖合同纠纷
130 海伦市兴隆大家庭购物中心有限公司 海伦市人民法院 其他案由
131 哈尔滨百吉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庆安县人民法院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132 庆安县福林木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庆安县人民法院 劳动争议
133 北安市龙安电梯安装有限公司 北安市人民法院 合同纠纷

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布第四批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生活报讯（记者孙海颖）23日，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向社会公布2020年第四批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黑龙江省盛恒基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黑

龙江阿妈牧场农业集团有限公司、哈尔滨好来屋房地产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哈尔滨律博地理信息系统工程服务有限公司等共计133家企业在列。

生活报讯 23日，记者从哈市国资委获悉，
哈市迎来本轮国企改革三年规划决胜阶段。确
保8月底前，第一批115家市属国有企业全部
实现混改；完成剩余17户“僵尸”企业出清任
务；确保年底前，将全部退休人员移交街道和社
区，实行属地化管理；2020年，统筹推进疫情防
控和国企改革发展工作，确保三年国企改革目
标如期完成。

哈市第一批

115家市属国企
8月底前完成混改

生活报讯（记者丁燕）省生态环境厅
22日印发《黑龙江省环评审批正面清单实
施细则（2020年本，试行）》。对28大类59
小类行业的项目，实行环评豁免管理。今
年年底前，我省老旧小区改造、新建体育

馆、城市公园等项目，不用办理环评审批。
据了解，实行环评豁免管理的28大

类59小类行业的项目中，包括房地产行
业中的老旧小区改造、民宿、农家乐。卫
生行业的门诊部（所）（不含检验、化验，

无床位）。社会事业和服务业中的不涉
及化学、生物等实验室的学校，幼儿园、
福利院、养老院；批发、销售市场；餐饮、
娱乐、洗浴场所；博物馆、影剧院、图书
馆、档案馆、体育馆；城市公园、植物园。

在交通运输业、管道运输业和仓储业中，
包含人行天桥、人行地道等。细则自印
发之日起试行，原则上截至2020年12
月31日。该实施细则执行期间，如国家
出台新的相关文件规定，从其规定。

今年年底前

我省老旧小区改造不用办环评审批了

生活报讯（记者何兴丽）记者
23日从省公安厅高速公路交通管理
局获悉，京哈高速改扩建工程桥梁
工程双城互通桥（京哈高速里程桩：
K1174)钢箱梁安装施工需横跨既有
京哈高速公路，为保证社会车辆通
行和钢箱梁安装施工安全，29日6
时至19时需对京哈高速哈尔滨至

长春方向双城至拉林河（吉黑省界）
路段临时封闭，具体如下：

一、有驶入京哈高速去往长春
方向的车辆，请从双城收费站驶出，
绕行国道（G102)前往。

二、有从佳木斯、牡丹江方向去
往长春方向的车辆，可以经珲春路
至松花路，绕行国道（G102)前往。

三、有从大庆、黑河、绥化方向去
往长春方向的车辆，可以经珲春路至
松花路，绕行国道（G102)前往。

另外，由于施工需要，为确保车
辆通行安全，自今日起至7月31日
止在运粮河服务区增设截流设施，
经此路段的车辆减速慢行，请机动
车驾驶人遵规行驶。

京哈高速哈尔滨至长春方向

29日双城至拉林河段临时封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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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报讯（记者李丹）清洁消
杀、粉刷油饰、增无障碍设施……冰
城春季城市环境整治启动以来，哈
市城管环卫部门强化公厕管理维
护，哈市公厕整体环境迎来大升级。

“目前，哈市投入使用的环卫公

厕已达近千座。绝大部分公厕从
6 时至 22 时按时对公众开放。”据
哈市环卫办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
相关防疫要求，目前全市公共卫生
间对重点部位展开消毒作业，每个
公厕每天至少消毒两次。

清洁消杀
增无障碍设施 哈市公厕整体环境大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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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京报》报道 瑞士当地时间21日，
三枚奥运金牌获得者、男子 5000 米和
10000米世界纪录保持者贝克勒，在接受
了奥林匹克官网采访时表示，自己将专注
于在未来打破马拉松世界纪录。

贝克勒承认自己受到了基普乔格的刺
激，后者去年完成“破2”挑战，使得贝克勒
对马拉松世界纪录更加渴望，他表示：“我
坚信自己可以将个人最佳成绩提升超过1
分钟，甚至有可能将世界纪录提升至2小
时以内。”这位埃塞俄比亚名将确实有这样
的底气，他目前保持着男子 5000 米、
10000米世界纪录，一共在奥运赛场获得3
金1银，总计获得过5枚世锦赛金牌，此外
还在越野世锦赛上获得过11枚金牌。

奥运三金王将专注
破马拉松世界纪录

生活报讯（晏铭）据德国媒体报道，受
新冠疫情影响而暂停的德甲联赛，计划在5
月9日“空场”开赛。德甲官方做出了精确
统计，在没有球迷现场观看的情况下，每场
比赛仍至少需要有322人进场参与。

德甲职业联盟官方把所有必须参与比
赛的人员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球场
内及周边区域人员，共98人，包括场上参
赛球员22人、替补球员18人、教练20人、
裁判5人，以及球童、摄影师等；第二部分
是球场的其他区域人员，共115人，包括足
协代表7人、药检人员2人，以及电视公司
人员、纸面媒体代表等；第三部分是电视转
播区和球场外的紧邻区域，共109人，包括
安保人员50人、电视工作人员14人等。

德甲即将“空场”开赛
每场仍需322人进场

生活报讯（英鑫）据英国《太阳报》报
道，向来生财有道的拳王梅威瑟，最近又想
出一个赚钱好点子：只要拳迷们花上一笔
钱，就可以与他进行视频聊天，还有机会得
到签名礼物。

梅威瑟表示，将为拳迷们提供一个在
线一对一与自己聊天的机会。这项服务是
有偿服务，套餐价格是52.70英镑起，但这
个起步价是见不到梅威瑟的；终极套餐价
格高达1200英镑，约合1万人民币，只要
拿出这笔钱，就可以和拳王视频聊天，还能
得到签名礼物。对于为何想出这个点子，
梅威瑟表示：“我不缺钱，但我不介意赚更
多的钱。”

与梅威瑟视频聊天
1次收费1万元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总额9.9亿
元的大派奖活动，无论是5亿元一
等奖派奖，还是4.9亿元幸运奖派
奖，都只针对进行追加投注的彩票。

追加投注是体彩大乐透独有的
一种玩法，每注多花1元钱，中得一
等奖或二等奖后就能多得80%的奖
金。此次派奖期间，以一张3元投
注的大乐透为例，最高有望中得

3600万元封顶头奖；即使一等奖落
空，也有可能收获二等奖至九等奖
2倍或1.6倍奖金；即使未中出任何
奖项，也可有机会收获“加油中国”
或“光芒焕新”幸运奖3元。

此外，体彩的另一个重磅活动
——“益起来 绘精彩”体彩吉祥物
征集，正在火热进行中！活动征集
时间为4月8日至5月28日，这是

体彩首次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吉祥
物，无论你是专业设计师还是普通
爱好者，都可以拿起画笔，画出你心
中的体彩吉祥物。据悉，最终将由
专家评审团评选出41件入围作品，
其中包括30件甄选作品、10件优秀
作品和1件冠军作品，可分别获得
税前3000元、1万元、8万元的奖
励。

参与派奖别忘了追加

总金额高达9.9亿 单注最高奖金3600万

大乐透下周启动
史上最强派奖史上最强派奖

生活报讯（陈敏）自27日（下周一）20:10开始销售的第20030期起，
体彩将开启本年度大乐透全国大派奖活动，派奖总金额高达9.9亿元，预
计持续25期到6月下旬结束。据悉，这是自去年大乐透新规则实施以来，
迎来的首次全国派奖活动，也是大乐透继2018年6亿元大派奖后再度开
启的全国派奖活动，更是大乐透史上力度最强的一次派奖活动，无论派奖
总额、单注最高奖金还是覆盖奖级范围，都将创造历史之最。

今年的大乐透派奖，总金额高
达9.9亿元，一跃超过2018年的6
亿元，为史上最高。

根据今年大乐透派奖方案，在
9.9亿元派奖资金中，5亿元用于一
等奖派奖，4.9亿元用于幸运奖派
奖。今年的大乐透派奖活动，不仅

总金额为史上最高，覆盖面也更
广，派奖奖级囊括了一等奖到九等
奖的全部奖级，将让更多购彩者受
益。

根据大乐透派奖方案，在 9.9
亿元派奖资金中，有 5 亿元用于
一等奖派奖，每期 2000 万元，持

续约25期。派奖期间，进行追加
投注且中得一等奖的彩票，即可
同时中得派奖奖金，派奖奖金按
注均分。派奖期间，追加投注一
等奖奖金最高可翻倍，也就是说3
元追加投注，最高可中得3600万
元。

一等奖奖金可达3600万

今年的大乐透派奖，还将有4.9
亿元用于幸运奖派奖。创新的幸运
奖派奖，派奖力度大，覆盖面广，普
惠大众。

顾名思义，幸运奖就是让每位
购彩者都能感受到大乐透派奖带来

回馈和幸运的奖项。派奖期间，进
行追加投注的彩票，票面宣传栏将
随机打印派奖权益，从而获得不同
的幸运奖项，这也是大乐透首次在
派奖活动中加入此类形式的派奖。

幸运奖主要包括两类：一是二

至九等奖奖金随机翻倍，根据不同
的字样，二至九等奖奖金乘以2倍
或1.6倍；二是“加油中国”或“光芒
焕新”幸运奖，所有进行追加投注的
大乐透彩票，均有机会收获“加油中
国”或“光芒焕新”幸运奖3元。

幸运奖覆盖所有奖级

生活报讯（毕新）20日开奖的大
乐透第20026期，我省大庆市购彩者
D先生中得5注追加二等奖，总奖金
133万元。由于奖金超过当地体彩中
心兑奖额度，为了防疫需要，黑龙江省
和大庆市体彩中心特意开辟“绿色通
道”，让他在当地完成兑奖。

据了解，D先生的中奖彩票是一
张2注追加投注5倍的单式票，面值
30元。领奖时，D先生介绍说：“我买
完彩票，怕中奖不能及时兑奖，就让
销售员帮我保管。中奖后，销售员第
一时间通知了我，并告诉我如何兑
奖。本来中奖金额30万元以上，需
要到位于哈尔滨的省体彩中心兑
奖。但现在是疫情期间，省体彩中心
和大庆市体彩中心了解到我的中奖
情况后，放宽了大庆市体彩中心兑奖
额度权限，让我在大庆市兑奖，既让
我们购彩者及时兑奖，又是对我们身
体健康负责，我要为他们点赞。”

体彩开辟“绿色通道”

大乐透133万得主
不出大庆领大奖

生活报讯 22日，大乐透第
20027 期开出号码“04、07、
20、25、32+03、09”。全国共
开出6注一等奖，其中2注为
1663万元（含739万元追加奖
金）追加投注一等奖，分落四川
和浙江；4注为924万元基本投
注一等奖，分落贵州、河北、吉
林、宁夏。

数据显示，四川中出的
1663万元一等奖出自成都市，
中奖彩票是一张9元的3注号
码追加单式票。浙江中出的
1663万元一等奖出自金华市，
中奖彩票为一张“6+3”复式追
加票，单票总奖金 1726 万多
元。宁夏中出的 924 万元一

等奖出自固原市，中奖彩票是
一张“6+3”复式票，单票总奖
金959万多元。此外，贵州毕
节、河北沧州和吉林长春和中
奖彩票，分别为 10元 5注、2
元1注、6元3注的单式票。二
等奖中出 76 注，单注奖金
16.89万元。其中10注为追加
投注，每注多得奖金13.51万
元。追加后，二等奖单注总奖
金为30.41万元。

本期大乐透以2.67亿元的
全国发行量，为社会筹集彩票
公益金9612万元。奖池方面，
本期开奖结束后，14.03亿元滚
存至 25 日（周六）开奖的第
20028期。

2注1663万+4注924万

大乐透开出6注头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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