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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广东省体彩中心开奖公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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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奖情况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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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区号码前区号码

开奖号码

超级大乐透

20�18�32�04�08�12�10

7201268804.59元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时间截止日为２０19年3月8日

（逾期作弃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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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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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胡昌伟 通讯

员 张威 范军 ）

近日，广东云浮、韶关

两地分别开展“体育彩票杯”迎新年徒

步活动。 两市体彩中心积极倡导“全民

健身”理念，与当地市民一起，用健康

和热情迎接新的一年。

云浮：醉美乡村 30公里徒步

日前，云浮市首届“体育彩票杯”

迎新春全民健身运动会“醉美乡村·美

丽云浮”30 公里徒步活动鸣笛出发。来

自云城、罗定、新兴、郁南、云安等地方

的 2000 多人寒风中迈开腿，在青山乡

道上一路感受新农村的迷人魅力，一

同挥别 2018，迎接崭新的 2019。

本次活动由云浮市实施全民健身

计划委员会和云浮市体育局主办，全

程 30 公里，主要以山路为主。 途中设

立 3 个补给点，除了完成签到外，还免

费提供饮用水、食物、姜茶以及医疗服

务。 为满足不同强度的徒步健身需求，

还设有 3 个下撤点， 徒友可以根据自

身情况，科学选择适合自己的路线。 活

动当天气温较低，山上起了浓雾，能见

度不足 30 米，周围白茫茫一片，仿似

人间仙境。 参与活动的市民陈先生高

兴地说：“徒醉山水美，踏出健康路！ 给

自己一个不一样的新年！ ”

在徒步线路上，多处可以看到“体

彩公益金 来之于民 用之于民”等体育

彩票宣传标识。

韶关：乳源西京古道越野徒步

近日，“中国体育彩票”2019 全国

新年登高健身大会系列活动———“中

国·乳源西京古道越野徒步活动”在韶

关乳源瑶族自治县举行， 近 700 人在

冬日与千年古道温情邂逅，喜迎新年。

本次活动在南北交通古道中“年

代最早、路线最长、风貌最全”的西京

古道上进行，全程约 15 公里。 活动充

分体现韶关丰富的自然资源、 深厚的

古道文化、客家文化和瑶族文化。

韶关体彩中心在活动现场设置了

体育彩票公益展示和体验区， 开展了

现场赠票体验活动， 为参加活动人员

提供帮助， 成为活动现场一抹亮丽颜

色。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胡昌伟 通讯

员 谢礼鸣）

日前， 江门开平市水口镇

升平市场1幢6号的4409009248体彩网

点门前锣鼓声声， 醒狮起舞， 热闹非

凡。 原来，江门市体彩中心与开平市体

育局在这里举行庆祝仪式， 祝贺该网

点中出体彩大乐透第18148期一等奖1

注，三等奖5注，单票奖金达844万元。

该网点于 2009 年开业，购彩者主

要是附近厂企打工的工友， 虽然每次

投注金额不大，但是很有热情。 据网点

负责人邓女士介绍， 网点曾经中出过

不少奖项，包括七星彩二等奖等，可惜

始终与大奖无缘。 这次终于圆了大奖

梦，邓女士替中奖的幸运儿高兴，自己

也开心得一晚没睡着。

此次中奖的幸运儿在该网点购彩

已有一年多时间， 是一位不折不扣的

技术型购彩者，对于选号很有心得。 此

次大奖消息传开后， 网点的生意明显

更好了。 邓女士笑着说，不少新的彩民

专程来购彩，还请教她选号心得。

据悉，这是江门体彩 2018 年开出

的最大奖，中奖者已于日前现身兑奖。

根据幸运儿的计划， 奖金将主要用于

改善生活。

体育彩票冠名支持

云浮韶关徒步迎新年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胡昌伟）

记者从中山市体彩中心获悉 ，

2018 年，中山体彩全年销量定格

在 10.21 亿元 ， 相比前年增长

50.32%，首次突破 10 亿元大关的

同时创下历史新高， 并排名全省

第六位。

据了解，近年来，中山市体育

彩票始终保持健康、快速、持续发

展的良好态势。 2014 年至 2018

年，中山市体育彩票共销售 30 亿

元， 为国家筹集体彩公益金 7.32

亿元，其中市级公益金 2.1 亿元，

上缴地方税收 5340 万元，全市体

彩网点规模 570 个， 为社会提供

600 多个就业岗位。

发行体育彩票的宗旨是“取

之于民，用之于民”，募集体彩公

益金主要用于推进《全民健身计

划纲要》，落实《奥运争光计划》，

补助体育场馆日常运营和维修，

实施体育扶贫。 中山市体育彩票

销售额的持续增长， 有力推动了

全民健身、竞技体育、体育产业事

业发展， 为中山市加快推进体育

强市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

去年同比增长超过5成

中山体彩销量

首破10亿

开站9年中出844万大奖

江门大乐透旺站受表彰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胡昌伟

通讯员 叶霞）

近日，武汉游客田

先生现身顺德体彩中心，领走了

2019 年来广东首个顶呱刮 100

万元大奖。田先生由衷地感叹道：

“平时我也经常看一些中大奖的

新闻，但感觉离自己太遥远了，没

想到我也能中大奖！ ”

田先生介绍说， 他是一名游

客，适逢假期都会带上家人一起

出外游玩。 2018 年 12 月 30 日这

天， 他和家人来到顺德清晖园观

赏游玩，经过周边的体彩即开票

户外销售点时，正好兜里有 10 元

的零钱， 就决定进去碰碰运气。

他说：“刚开始我买了一张 10 元

的‘通吃’，中了 200 元。 于是，销

售员又主动推荐了 20 元的‘点石

成金’，刮开一看，竟然中了 100

万元头奖！ ”

元旦假期过后， 田先生来到

顺德体彩中心办理兑奖手续。 他

说，他到过全国很多城市游玩，从

来都没有接触过彩票， 没想到游

广东四大名园顺德清晖园会成

为他的福地。 说到这笔大奖的支

配规划， 田先生开心不已，“马上

过年了， 我要带着这笔钱再和家

人一起去旅游！ ”

来旅游刮彩票意外中大奖

武汉游客

顺德捧走100万

云浮体彩杯徒步活动现场。 云浮体彩 供图

江门 出

奖站点接受

嘉奖。

通讯员

谢礼鸣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