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9004

期

1

月

10

日开奖）

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负

中奖情况

0+3+3+3+0+3+3+3+1+3+1+1

（第

19004

期

1

月

10

日开奖）

足球4场进球

中奖情况

3

+

+2+3

+

+0+3

+

+2+2+0

开奖信息查询网站：

http://www.lottery.gov.cn

以广东省体彩中心开奖公告为准。

中奖情况

209448093.44元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时间截止日为２０19年3月

11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排列5

奖级

一等奖

合计

中奖注数

36

36

单注奖金（元）

100000

4 � 2 � 5 � 1 � 5

应派奖金合计

3600000

3600000

（第

19010

期

1

月

10

日开奖）

广东体彩

平台征召

广东体彩

官微

（第

19010

期

1

月

10

日开奖）

中奖情况

6874014.96元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时间截止日为２０19年3月11

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排列3

4 � 2 � 5

投注方式

直选

组选

3

组选

6

全国中奖注数

5185

0

8016

本地中奖注数

161

0

358

单注奖金（元）

1040

346

173

开奖信息

体彩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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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胡昌伟）

1 月 9

日， 体彩大乐透第 19004 期全国爆 11

注头奖，迎来新年首次井喷。 其中，1 注

634 万元的基本头奖，花落东莞市珊美

村康乐南路 50 号的 4417030770 体彩

网点，这是广东今年中出的首个大乐透

头奖。 目前， 大乐透奖池仍滚存 71.61

亿元，提醒广东彩民继续把握好运。

前区开出两组连号

体彩大乐透第 19004 期前区开出

号码“15、16、17、31、32”，后区开出号码

“03、09”。前区号码集中在“1、3”两个字

头段，并且都是连号形式出现，“1”字头

爆出三连号“15、16、17”，“3”字头则爆

出二连号“31、32”。“0”字头、“2”字头号

码集体隐身。 其中，“31”为隔期开出号

码；“32”则是连续 2 期开出的重号。 后

区“03、09”是一小一大的全奇数组合，

其中“03”于最近 5 期之内开出了 3 次，

较热。 最近 5 期，后区奖号的大小号码

数量比为 5 比 5，持平。 冷号方面，截至

目前，前区的“25”已有 28 期没有露面，

正持续走冷。

粤彩民复式中头奖

当期全国爆 11 注头奖， 迎来新年

首个“小井喷”。 其中，9 注为 634 万余

元基本投注头奖，花落广东、山西、内蒙

古、辽宁

（

2

注）

、江苏

（

2

注 ）

、浙江和山

东。 2 注为 1014 万元

（含

380

万元追加

奖金）

追加投注头奖，分落山东、云南。

广东中得的 634 万元头奖出自东

莞，中奖彩票为一张 36 元的“6+3”复

式票。 这名东莞幸运彩民除中得一等

奖 1 注， 还中得其余大小奖项若干，单

票共中奖 645 万多元。 这也是 2019 年

以来，广东彩民首次中得大乐透头奖。

追加头奖方面， 山东中得的 1014

万元头奖出自烟台， 中奖彩票为一张

“6+4”复式追加票，单票擒奖 1048 万

元； 云南中得的 1014 万元头奖出自普

洱， 中奖彩票为一张 1 注号码、3 元投

入的单式追加票。

二等奖收获也丰厚

同期二等奖也是井喷156注， 基本

投注单注奖金4.86万元，其中45注是追

加投注命中， 每注多得奖金2.92万元，

追加投注二等奖单注总奖金7.79万元。

三等奖共中出990注， 基本投注单注奖

金2855元，其中373注是追加投注命中，

每注多得奖金1713元。当期广东彩民共

中出二等奖13注， 其中3注是追加投注

二等奖，收获也是很丰厚。

奖池方面， 第 19004 期开奖结束

后，71.61 亿元滚存至本周六开奖的第

19005 期，这一水位较上期下降，跌至

72 亿元之下，但继续处在历史高位，提

醒广东彩民继续把握好运气。

什么是“温暖”？每个人的答案并不

同，是寒风中的一件羽绒服，是刚到家

的一杯热茶，是一个暖心的拥抱……而

对于很多人来说，提起“温暖”，想到的

是中国体育彩票。 为困难群众送去关

爱、为环卫工人送去温暖、将全民健身

活动带到人们身边……体彩做了许多

与公益有关的事， 使这个冬季更加温

暖。

开心，登高祈福迎新年

1 月 1 日，新年伊始，“中国体育彩

票”2018 全国新年登高健身大会如约

而至，伴随着鸣枪声，近万名身穿印有

“中国体育彩票” 红色登山背心的登山

爱好者从起点出发，以登高望远的方式

迎接新一年到来。 这样的景象在全国

都在发生，从北京八达岭长城向全国发

散，西有新疆、北有黑龙江、南有海南、

东有江苏。

在浙江江山，市民宋宏宇指了指路

旁飘舞的旗帜说，“这些和我们的装备，

都是体育彩票支持的嘛！ 去场馆健身

免费，还有小区里的健身器材也是体彩

公益金出资安装的。 ”

从 2006 年起，截至 2018 年，中国

体育彩票已连续 13 年， 累计投入超过

4000 万元用于支持新年登高健身活

动。 正是因为有了公益体彩的支持，这

项全民健身“1 号活动”才能走入祖国

各地，参与人群越来越广。

暖心，致敬城市美容师

近日，一篇名为《大雪后，一个环卫

工的最后 48 小时…一起为他送行！》的

文章在社交媒体上广泛流传。 湖北武

汉江汉区城管委质检三队 54 岁的环卫

工人罗先平师傅，在冰天雪地中奋战两

天一夜后， 第三次赶往除雪一线时，摔

倒在地，再也没有醒来。 大家纷纷向这

位平凡的英雄致敬。 如罗师傅一般勤

勤恳恳的环卫工人有许多， 严寒冬日

里，中国体育彩票为他们送上关爱。

冬至过后气温骤降，山东菏泽的许

多环卫工人都穿上了厚厚的马甲。 在

菏泽体彩举办的“中国体育彩票”爱心

马甲发放公益活动上， 一位环卫工人

拿着马甲开心地说：“感谢大家为我们

着想， 我们以后打扫卫生时身上也会

更暖和。 ”一件厚厚的马甲、一碗热腾

腾的饺子、 一杯烧开的热水……这些

都承载着中国体育彩票对环卫工人的

敬意与关爱。

奋战在城市清洁一线的环卫工人，

也有了躲避寒冷的地方。 在全国各地，

许多体彩网点变身“取暖点”，为环卫工

人提供一杯热水暖暖身。 刘昌郢是山

东济南市城管局机扫大队的一名环卫

工，休息片刻后，走出体彩店的他紧了

紧身上的衣服说：“太温暖了，希望这样

的取暖点越来越多。 ”

贴心，新年礼物送起来

新春将至， 让困难群众能够过上

幸福的节日， 一直是中国体育彩票牵

挂的事情。 每年这段时间， 各地体彩

组织开展形式各样的“迎新春 送温

暖” 活动。

“谢谢叔叔阿姨们！ ” 走进贫困学

校，体彩为孩子们送去体育器材和图书

等， 让他们在操场上尽情地放飞梦想。

孩子们灿烂的笑容，就是“公益体彩 快

乐操场”活动最满意的答卷。

“感谢体育彩票，我赶上了好时候，

日子更有盼头了! ”走进贫困群众家中，

体彩工作人员详细地询问他们的家庭

情况及身体情况，为他们送去新春的希

望。

“感谢省体彩中心关爱我们这些业

主，人情味很浓，让我们感受到体彩的

温暖。”走进体彩网点聆听业主的心声，

送去慰问品和最真诚的祝福，业主们笑

谈着越来越好的生活

这些都是中国体育彩票作为国家

公益彩票做出的温暖举动。 2019 年，正

值中国体育彩票全国统一发行 25 周

年，在新的一年，体彩将把“温暖”送给

更多的人们。

信息时报记者 胡昌伟 通讯员 关言

大乐透2019年首次井喷

粤新年“头奖”花落东莞

新春将至，各地体彩组织“迎新春送温暖”活动

中国体育彩票“有温度”

中 国 体

育彩票支持

的新年登高

活动在全国

广泛开展。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