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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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体彩

平台征召

广东体彩

官微

（第

19066

期

3

月

14

日开奖）

中奖情况

219594631.44元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时间截止日为２０19年5月

13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排列5

奖级

一等奖

合计

中奖注数

35

35

单注奖金（元）

100000

2 � 5 � 7 � 9 � 2

应派奖金合计

3500000

3500000

（第

19066

期

3

月

14

日开奖）

中奖情况

9208235.68元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时间截止日为２０19年 5 月

13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排列3

2 � 5 � 7

投注方式

直选

组选

3

组选

6

全国中奖注数

3212

0

5523

本地中奖注数

176

0

310

单注奖金（元）

1040

346

173

（第

19039

期

3

月

14

日开奖）

足球4场进球

中奖情况

3

+

+0+3

+

+0+3

+

+1+1+3

+

（第

19037

期

3

月

14

日开奖）

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负

中奖情况

1+3+1+1+3+3+3+3+3+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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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奖信息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胡昌伟 通讯

员 余夕阳 ）

多期投注彩票撞上大运，

清远彩民喜中大乐透 34 万大奖。 近

日，一位幸运彩民现身清远体彩，兑领

了 1 注大乐透第 19025 期的二等奖，

奖金高达 34 万多元，他是通过一张 50

元连投 5 期的彩票命中。

3 月 6 日，体彩大乐透第 19025 期

开奖，当期全国共开出头奖 1 注、二等

奖 103 注， 二等奖单注奖金

（不含追

加）

为 34.25 万元。

开奖当晚， 清远 4416030105 体彩

网点传出喜讯， 该网点开出了 1 注二

等奖。 据了解，清远这位幸运购彩者中

奖的是 1 张 5 注号码单式票， 该中奖

票投注的是第 19021 期至第 19025 期

5 期多期票，投注金额 50 元，恰好是在

有效期的最后 1 期中得了大奖。

由于该中奖者没有进行追加投

注，否则按大乐透新规则，追加投注将

额外多得 80%的奖金， 奖金将是 61.66

万元。 不过，该幸运儿领奖时表示，能

中得 34 万元大奖，对于自己来说已经

是非常开心的事情了。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胡昌伟）

大乐

透头奖空开，但千万大奖却仍未缺席。

3 月 13 日晚， 体彩大乐透第 19028 期

头奖未中出， 但二等奖基本奖金已高

达 114.6 万，追加投注二等奖总奖金更

是高达 206 万。 其中江西一彩民独中

11 注基本投注二等奖， 总奖金高达

1260 万多元。

头奖空开二奖过百万

第 19028 期大乐透前区开出号码

“06、22、28、29、33”，后区开出号码“02、

07”。 前区分布较为零散，最小号码开

出“06”；“28、29” 以连号形式搭档开

出，其中“29”于最近 5 期之内开出了 3

次；最大号码开出“33”。 后区“02、07”

是一小一大号码， 这两个号码双双重

复上期

（第

19027

期）

奖号。 其中，“02”

于最近 3 期连续热开；“07” 于最近 4

期之内开出 3 次。

当期一等奖出现空开， 这也是大

乐透新规则上市第 10 期以来，第一次

出现头奖空开的情况。 二等奖开出 59

注，每注奖金为 114.6 万元；其中 20 注

采用追加投注，每注多得奖金 91.68 万

元。 追加后， 二等奖单注总奖金为

206.29 万元。 值得一提的是，这是新规

则上市以来，继第 19023 期开出的 223

万元后， 追加二等奖单注总奖金第二

次超过 200 万元。 大乐透当期通过

2.65 亿元的全国发行量， 为社会筹集

彩票公益金 9541 万元。

江西彩民中 1260万元

当期广东共中出 5 注二等奖，其

中 1 注为追加二等奖， 落在湛江廉江

市建设二路 23 号的 4407007066 体彩

网点。 据了解，这也是湛江体彩今年开

出的第一个百万元以上大奖。 广州一

彩民当期则是独中 2 注基本投注二等

奖，总奖金高达 230 万元。 同期广东另

外 2 注基本投注二等奖， 则是分落珠

海和清远。

同期最大奖出自江西景德镇，当

地一网点的一张 1 注号码 11 倍投投

注、22 元投入的单式倍投票， 中得 11

注基本投注二等奖， 单票总奖金超过

1260 万元。

奖池方面， 第 19028 期开奖结束

后，71.26 亿元滚存至 3 月 16 日

（本周

六）

开奖的第 19029 期，提醒广东省内

彩民继续把握幸运。

头奖空开千万奖不缺席

江西一彩民中11注大乐透二等奖，共计奖金1260万

下周中足彩赛程敲定

欧预赛国际赛精彩来袭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胡昌伟）

根

据确认的欧预赛、国际赛比赛安排，

国家体彩中心敲定了 3 月 20 日档

期的足球彩票胜负游戏的竞猜对

阵，同时调整了 3 月 21 日档期 6 场

半全场胜负游戏和 4 场进球游戏的

竞猜场次， 提醒广东省内足彩拥趸

届时按最新安排竞猜。

根据最新确认的欧预赛、 国际

比赛安排， 国家体彩中心中心确定

了 3 月 20 日足球彩票胜负游戏

（

14

场和任选

9

场）

第 19038 期的竞猜

场次安排

（具体附后）

，其竞猜对象、

开售时间、 停售时间和计奖时间均

以最新安排为准。

另经确认， 足球彩票 6 场半全

场胜负游戏第 19041 期和 4 场进球

游戏第 19043 期所涉及的部分场次

比赛时间调整， 影响了该期足球彩

票的正常销售和竞猜。经研究，国家

体彩中心决定调整上述足彩期次的

竞猜场次

（具体附后）

，其竞猜对象、

开售时间、 停售时间和计奖时间均

以最新安排为准。

多期投注票立了大功

清远彩民50元守中34万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胡昌伟 通讯员

川彩）

3月12日上午，成都5彩民化身5只

憨态可掬的“国宝”熊猫，来到四川省体

彩中心，领取大乐透1006万元大奖。

3月11日， 体彩大乐透第19027期

开奖。 全国共开出1注基本投注一等

奖，单注奖金1000万元，由四川成都购

彩者中得。 中奖彩票是一张“前区2胆9

拖+后区2拖”的胆拖票，投入168元，单

票总奖金1006万多元。

据中奖购彩者们介绍， 他们都是

邻居，这张中奖彩票是大家合买的，共

6人参与，每人出资28元。 选号也是大

家一起商量着买的， 只是其中一人有

事没来领奖。 中奖者表示，他们都是体

彩的老购彩者了，最开始买足彩，大乐

透上市后就成了大乐透的忠实粉丝,购

彩十多年来中过不少小奖。 半年前，几

位邻居凑到成都02463网点一起开始

合买，每人每期投入二三十元。 坚持半

年后，终于在今年第19027期“修成正

果”———命中千万大奖。

�

胜负彩第

19038

期对阵

1.德国 VS 塞尔维亚

2.威尔士 VS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3.科索沃 VS 丹麦

4.美国 VS 厄瓜多尔

5.哈萨克斯坦 VS 苏格兰

6.塞浦路斯 VS 圣马力诺

7.荷兰 VS 白俄罗斯

8.北爱尔兰 VS 爱沙尼亚

9.克罗地亚 VS 阿塞拜疆

10.斯洛伐克 VS 匈牙利

11.奥地利 VS 波兰

12.以色列 VS 斯洛文尼亚

13.马其顿 VS 拉脱维亚

14.比利时 VS 俄罗斯

停售时间：

03-20 23:00

半全场第

19041

期对阵

1.美国 VS 厄瓜多尔

2.哈萨克斯坦 VS 苏格兰

3.荷兰 VS 白俄罗斯

4.斯洛伐克 VS 匈牙利

5.奥地利 VS 波兰

6.比利时 VS 俄罗斯

停售时间：

03-21 22:30

进球彩第

19043

期对阵

1.美国 VS 厄瓜多尔

2.荷兰 VS 白俄罗斯

3.奥地利 VS 波兰

4.比利时 VS 俄罗斯

停售时间：

03-21 23:00

6人合伙168元中头奖

化身“国宝”领1006万

中奖彩票。 通讯员 余夕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