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9048

期

4

月

28

日开奖）

中奖情况

41597715.41元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时间截止日为２０19年6月

27日

（逾期作弃奖处理）

。

七星彩

6 � 8 � 2 � 4 � 2 � 9 � 8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合计

中奖注数

0

13

155

2042

26707

310936

339853

单奖奖金（元）

22828

1800

300

20

5

应派奖金合计

0

296764

279000

612600

534140

1554680

3277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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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9111

期

4

月

28

日开奖）

本期兑奖时间截止日为２０19年6月27

日

（逾期作弃奖处理）

。

排列5

4 � 8 � 6 � 0 � 2

（第

19111

期

4

月

28

日开奖）

本期兑奖时间截止日为２０19年6月

27日

（逾期作弃奖处理）

。

排列3

4 � 8 � 6

（第

19059

期

4

月

28

日开奖）

足球胜负彩、任选9场

中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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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9062

期

4

月

28

日开奖）

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负

中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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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9066

期

4

月

28

日开奖）

足球4场进球

中奖情况

0+0+3

+

+3

+

+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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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胡昌伟 通

讯员 关言）

4月24日，位于丰台体

育中心的中国体育彩票开奖大

厅， 迎来了两个比较特殊的开奖

观摩团， 雅典奥运会射击冠军贾

占波与体彩助学基金受助大学

生、 体彩一线工作者共同见证了

阳光开奖。

两观摩团不期而遇

4月24日出现在体彩开奖大厅

的这两个观摩团，一个由河南体彩

组织， 邀请了雅典奥运会步枪3×

40项目个人冠军贾占波和来自许

昌学院的20名“中国体育彩票·新

长城助学基金”受助大学生；另一

个由陕西体彩渭南分中心邀请的

17名网点代销者组成。两个观摩团

的着装， 一个代表体彩的“创新

蓝”，一个象征体彩的“活力橙”。两

个观摩团并没有相约， 却巧合地

“撞”在了一起，共同开启了体彩阳

光开奖的见证之旅。

20:30， 贾占波作为当期开奖

嘉宾， 郑重按下摇奖机启动键，

开出第 19046 期体彩大乐透中奖

号码。 开奖结束后， 观摩团的代

表再次上台检查核验开奖结果。

冠军点赞阳光开奖

整个开奖过程严谨有序，摇奖

结束后，贾占波一连讲了四个“非

常”：“亲手按下摇奖机启动键那一

刻，心情非常激动；看完整个开奖

过程，感受非常好；整个开奖流程

非常规范；所有工作人员都非常专

业。 ”他称赞道：“体彩在现场观众

的见证之下、公证人员的全程监督

之下开奖， 做到了公平、 公正、公

开，担得起‘阳光开奖’四个字，值

得大家信任。 ”

陕西团的网点代销者李红岩

得知一起观摩开奖的还有体彩资

助的大学生后，她说：“自己奋斗在

体彩一线筹集公益金，看到公益金

资助的大学生，感到很亲切，也很

自豪，同时也更懂得责任彩票的真

正含义。 ”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胡昌伟 通讯员

谢明明）

4月27日晚， 备受瞩目的2019

年FINA冠军游泳系列赛

（广州站）

，在

广东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游泳馆拉开帷

幕。本次比赛是国际泳联全新打造的全

球首场世界顶级游泳明星赛事， 由FI－

NA

（国际游泳联合会）

主办，由中国游

泳协会、广东省体育局承办，在体彩公

益金的大力支持下成功登陆广州。

首日赛事精彩纷呈

作为国际泳联全球首创的新型赛

事，本次比赛采用邀请参赛制，共设置

28项个人项目和6个接力项目， 将在50

米泳池举行，一次决赛定胜负，将竞技

与娱乐充分结合。

首日比赛共上演17个项目角逐，中

国泳军发挥出色， 获得了其中五项桂

冠，中国游泳名将傅园慧、徐嘉余均包

揽双冠。广东选手刘湘出战女子50米仰

泳，最后屈居亚军。 昨晚，赛事继续上

演，中国名将孙杨亮相。

公益金1100万支持

本次比赛得到了省本级1100万元

体彩公益金的大力支持。体育彩票公益

金大力支持群众体育事业和竞技体育

事业，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全民健身计

划”和“奥运争光计划”。 其中的群众体

育使用范围包括建设体育公园、健身广

场、室外健身器、健身步道、农民体育健

身工程、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等；竞技

体育的使用范围包括资助举办或承办

各类型体育赛事、改善优秀运动队训练

比赛、生活设施条件、支持省备战和参

加全国及世界综合性运动会等。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胡昌伟 ）

大

乐透千万头奖再落广东。 4 月 27 日，

大乐透第 19047 期开出 7 注头奖， 其

中 1 注 1000 万元基本头奖落在广东，

由深圳一幸运儿以复式票命中， 单票

奖金 1026 万元。 目前， 大乐透奖池仍

滚存 54.38 亿元， 提醒省内拥趸不要错

过今晚开奖的第 19048 期。

单期销量破 3亿大关

大乐透第 19047 期前区开出号码

“03、 04、 10、 16、 32”， 后区开出号码

“04、 09”。 前区号码整体偏小。 当期

全国共开出 7 注一等奖， 其中 4 注为

1000 万元基本投注一等奖， 花落广东、

山东、 湖北和重庆， 3 注为 1800 万元

追加投注一等奖， 分落河北

（

2

注 ）

、

福建。 当期是新规则上市后的第 29 期

开奖， 以 3.01 亿元的全国发行量， 为

社会筹集彩票公益金 1.08 亿元。 值得

一提的是， 这也是大乐透单期销量首

次突破 3 亿元大关。

千万头奖再落深圳

当期广东中出的 1000 万元一等

奖， 出自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岗头

新围仔张衡路 6 号的 4402026737 体彩

网点， 中奖彩票为一张“15+2” 复式

票， 单票擒奖 1026 万元。 这是本月大

乐透头奖第三次花落深圳。

追加头奖方面， 河北中出的 2 注

1800 万元一等奖分落石家庄、 张家口。

其中， 石家庄中出的， 是一张 5 注 15

元投入的单式追加票； 张家口中出的，

是一张 1 注号码、 3 元投入的单式追加

票。 福建中出的 1800 万元一等奖出自

福州， 中奖彩票为一张“12+2” 复式

追加票， 单票擒奖 1815 万元。

二等奖也有俩巨奖

同期二等奖开出 107 注， 每注奖

金为 41.93 万余元； 其中 30 注采用追

加投注， 单注总奖金 75.48 万元。 当期

全国爆出两个二等奖倍投巨奖， 湖北

荆州一人独中 10 注追加二等奖， 总奖

金 754 万； 湖南岳阳一彩民则独中 25

注基本二等奖， 总奖金 1048 万。

奖池方面， 第 19048 期开奖结束

后， 54.38 亿元滚存至今晚开奖的第

19048 期， 提醒广东彩民继续把握幸

运。

大乐透单期销量破3亿

深圳彩民又中千万大奖

奥运冠军贾占波领衔

受助大学生见证阳光开奖

1100 万公益金力挺

冠军游泳赛广州开战

参与见证阳光

开奖的奥运冠军贾

占波。

国家体彩中心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