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9094

期

4

月

11

日开奖）

中奖情况

8884696.16元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时间截止日为２０19年6月

10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排列3

0 � 8 � 8

投注方式

直选

组选

3

组选

6

直选加奖

组选

3

加奖

组选

6

加奖

全国中奖注数

5359

7580

0

0

0

0

本地中奖注数

255

344

0

255

344

0

单注奖金（元）

1040

346

173

260

74

37

体彩服务热线

95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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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94

期

4

月

11

日开奖）

中奖情况

235910889.06元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时间截止日为２０19年6月

10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排列5

奖级

一等奖

合计

中奖注数

23

23

单注奖金（元）

100000

0 � 8 � 8 � 7 � 4

应派奖金合计

2300000

2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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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奖信息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胡昌伟 通讯

员 莞彩）

4 月 9 日上午，东莞市体彩

中心召开 2018 年度优秀网点表彰大

会， 对 2018 年度销售表现优秀的

100 名网点进行表彰。 会上，东莞体

彩还对全市网点进行了营销活动、责

任彩票及安全生产进行培训。

东莞市体彩中心负责人、 各部

门负责人及业务人员、 全市专管员、

全市网点业主及销售员均参加了此

次会议。 会上， 主任吴立红、 副主

任黎志标为前十优秀网点代表一一

颁发牌匾， 对获得 2018 年东莞优秀

网点荣誉的网点表示祝贺， 并对

2018 年东莞市销售情况进行了总

结。 优秀网点代表分别在大会进行

发言， 他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分享

了自己的销售经验。

会议还对安全生产、排列三 800

万派奖活动、东莞大乐透不中奖也有

奖营销活动、东莞市体育彩票网点星

级管理以及安全生产责任彩票进行

了培训。

据悉，2018 年东莞体彩全年累

计 销 量 19.92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24.29%，全省销量排名第三，地级市

排名第一。 公益金筹集 4.93 亿元，同

比增长 18.95%， 上缴市级体彩公益

金 1.44 亿元。 2018 年，代扣代缴彩票

中奖者个人所得税 2568 万元， 为东

莞市税收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以上的

销量都来自于每个体彩网点的辛苦

付出，每一元公益金都是通过广大销

售员努力得来的。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胡昌伟）

1800

万头奖广东双响！ 4月10日晚，体彩大乐

透第19040期开出了11注头奖，其中8注

为1800万追加头奖，3注为1000万元基

本头奖。 而广东当期独中2注1800万，分

落深圳、珠海。 目前，大乐透奖池滚存仍

高达66.79亿元。

11注头奖8注1800万

大乐透第19040期前区开出号码

“01、03、31、32、34”， 后区开出号码“01、

03”。 当期是新规则上市后的第22期开

奖，以2.56亿元的全国发行量，为社会筹

集彩票公益金9232万元。

当期全国井喷 11注头奖，8注为

1800万元追加一等奖，分别出自广东（2

注）、江苏（5注）和湖南（1注），3注为

1000万元基础头奖，分落天津、内蒙和

吉林。

江苏一人独中8187万

数据显示， 广东开出的2注1800万

元追加投注头奖分别出自深圳和珠海。

其中，深圳的头奖出自福田区上步南路

玉丰楼A栋A1后座的4402002062体彩网

点，中奖票是一张“前区4胆31拖+后区2

拖”的胆拖复式票，单票擒奖1809万元。

珠海的头奖出自唐家鸡山凤阳里118号

11号铺的4403003170体彩网点，中奖彩

票是一张9元3注单式追加票，单票擒奖

1800万元。

其他省份方面， 江苏中出的5注

1800万元追加投注头奖分别出自徐州

和苏州：其中，徐州同一站点中得4注，

中奖彩票为一张“5+3” 复式追加倍投

票，投入36元，单票中奖金额为8187万

元。

奖池滚存依然很丰厚

同期二等奖中出70注， 单注奖金

68.56万元。 其中26注为追加投注，每注

多得奖金54.85万元。三等奖中出325注，

单注奖金为10000元。 四等奖中出571

注， 单注奖金为3000元。 五等奖中出

10150注，单注奖金为300元。 六等奖中

出14309注，单注奖金为200元。 七等奖

中出25205注，单注奖金为100元。 八等

奖中出451796注，单注奖金为15元。 九

等奖开出5136276注，单注奖金为5元。

奖池方面，第19040期开奖结束后，

66.79亿元滚存至4月13日（周六）开奖的

第19041期， 提醒大乐透拥趸继续把握

幸运。

大乐透井喷11注封顶头奖

广东彩民喜揽2注1800万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胡昌伟）

大乐

透新规上市， 超值二等奖层出不穷。 4

月 10 日， 广州市体彩中心迎来了一位

幸运大叔， 他凭借一张 30 元单注号码

10 倍追加投注票，独揽 10 注追加二等

奖，总奖金高达 797 万多元。

过了 10多天才领奖

3 月 27 日， 大乐透第 19034 期开

奖， 中奖号码为前区：“08、12、15、27、

30”，后区：“01、02”。 当期全国在江苏、

河南各中出 1 注 1000 万元基本投注头

奖，基本二等奖中出 102 注，每注奖金

为 44.3 万多元； 追加二等奖 42 注，每

注多得 35.4 万多元。 当期广州一幸运

儿包揽 10 注追加二等奖， 斩获奖金

797 万多元。

过了 10 多天时间，4 月 10 日上

午， 广州这位大奖得主才姗姗来迟现

身领奖， 出现在兑奖处的是一对年龄

四、五十岁的夫妻，是这位大叔在 3 月

27 日中午， 花 30 元追加投注 10 倍买

了单独 1 注号码，将近 800 万的大奖收

入囊中。

随意购买撞上大运

据透露， 这位大叔平时独爱买大

乐透， 喜欢自己选号， 但从不守号。

“想起来就买， 没想起拉倒， 也不会追

号守号。 基本上都是进了店看看过往

的开奖公告自己选几个号码。 追加、

倍投这些也是随心的， 看钱包里有多

少零钱吧， 零钱多就多买些， 零钱少

就少买些， 也试过只有 2 元零钱就买

2 元。”

稍稍有点遗憾的是，大叔这次的中

奖彩票，只是错了后区 1 个号码———开

的“01、02”，彩票上选的是“02、05”。 如

果不是一号之差错失一等奖， 他这张

10 倍投注的中奖彩票，10 注一等奖，总

奖金至少也过亿了。 不过遗憾归遗憾，

被 797 万多元二等奖奖金砸中，大叔也

开心不已。

东莞举办网点表彰大会

100优秀体彩网点受奖励

大乐透二等奖也诱人

广州大叔30元揽797万

▲茛

优秀体彩网点表彰大会现场。 东莞体彩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