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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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彩服务热线

95086

广东体彩

平台征召

广东体彩

官微

（第

19128

期

5

月

15

日开奖）

255013933.08元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时间截止日为２０19年7月15

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排列5

0 � 6 � 4 � 0 � 3

（第

19128

期

5

月

15

日开奖）

10755650.28元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时间截止日为２０19年7月

15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排列3

0 � 6 � 4

中奖情况

（第

19055

期

5

月

15

日开奖）

后区号码前区号码

开奖号码

超级大乐透

04�22�06�02�19�06�02

4963149792.21元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时间截止日为２０19年7月15

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奖级

一等奖

（追加）

二等奖

（追加）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七等奖

八等奖

九等奖

合计

中奖注数

3

1

74

35

173

1039

13887

24159

30694

668765

7502428

单注奖金（元）

10000000

8000000

569761

455808

10000

3000

300

200

100

15

5

应派奖金合计（元）

30000000

8000000

42162314

15953280

1730000

3117000

4166100

4831800

3069400

10031475

37512140

160573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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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胡昌伟 通讯员 李硅

光）

5 月 12 日，由体彩公益金支持、深圳棋院

主办的三项棋类活动在深圳举行，围棋、国际

象棋和跳棋爱好者们尽展风采， 感受近在身

边的体彩公益。

连续支持围棋联赛

当天上午 9:30， 第五届深圳市围棋联赛

在罗湖区亿嘉大酒店拉开帷幕。 深圳市围棋

联赛分为超级组和甲级组，并有升降级制度。

今年， 参赛队增加到 29 支， 参赛人数达到

400 多人。 本届比赛参赛队覆盖了各行各业，

既有深大与南科大的大学生参赛队， 也有律

师和记者组成的行业队，还有腾讯、迅雷等知

名企业的员工队。 参赛选手的年龄也跨度极

大，有十余岁的纹枰新秀，也有白发苍苍的棋

坛老将。深圳市围棋联赛已经举办了五年，体

彩公益金也连续支持了五年。

激活校园棋类活动

当天，“体彩杯” 深圳市少年儿童国际象

棋团队锦标赛和中小学国际跳棋锦标赛也顺

利举行。 少年儿童国际象棋团体赛在深圳市

第三高级中学初中部举行， 本次比赛共吸引

了来自全市各区的 40 多支小学和俱乐部代

表队参加，参赛总人数达到 200 人。

中小学国际跳棋锦标赛在福田区红岭中

学南园校区举行。 作为深圳市最高级别的校

际国际跳棋比赛，由于各组别人数限制，经过

各自学校的选拔，来自全市各区 40 余所中小

学的 525 名国际跳棋学子脱颖而出， 参加了

此次比赛。据深圳棋院工作人员介绍，得益于

体彩公益金的大力支持， 深圳校园棋类活动

在近年来一直百花齐放。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胡昌伟 通讯员

李琪）

5 月 15 日上午，广州市体彩中心

先后为荔湾区 4401023041 体彩网点、

越秀区 4401023269 体彩网点举办庆祝

活动，因为这两家站点日前分别中出了

体彩大乐透 1022 万元、500 万元大奖。

广州体彩大奖频爆

先后举行的庆祝仪式上， 荔湾区

4401023041 网点获业主奖励金 10000

元， 销售员奖励金 2000 元； 越秀区

4401023269 网点获业主奖励金 5000

元，销售员奖励金 1000 元。

进入 2019 年以来， 体育彩票不断

回馈广州彩民， 仅 5 个月不到的时间

内， 广州便中出 8 个大奖

（按单票计

算）

，分别是：19015 期 14 场足彩 821 万

（荔湾）

、19006 期大乐透 898 万

（番禺）

、

竞彩 1252 万

（白云 ）

、竞彩 727 万

（番

禺 ）

、19034 期大乐透 797 万

（海珠 ）

、

19042 期大乐透 500 万

（越秀）

、19045 期

大乐透 1022 万

（荔湾 ）

，以及刚刚新鲜

出炉的广州体彩史上最高大奖 19054

期大乐透 5400 万

（越秀）

。

22年老店中 1022万

4 月 22 日开奖的大乐透第 19045

期，全国井喷 36 注一等奖，广州市荔湾

区 芳 村 大 道 中 加 隆 广 场 B5 铺 的

4401023041 体彩网点， 揽获其中 1 注

1000 万元基本头奖。 中奖彩票采用“7+

3”复式投注，单票总奖金合计 1022 万

多元。

幸运儿表示知道自己中奖后很淡

定：“就兴奋了一下下， 当晚睡得非常

好，第二天一早还去参加一个自己很感

兴趣的活动。 ”他说，中了这个奖，最近

一直困扰他的居住问题终于有了个很

好的解决方法， 那就是：“买个大房子，

一家六口都住进去！ ”

4401023041 体彩网点业主张女士

昨日跟记者说， 她的店是在 1997 年开

的，至今已经经营了 22 年了，她见证了

体育彩票的发展历程。 她说，22 年前还

没实现全热线销售时，她每周都会去越

秀山体育场

（广州市体彩中心旧址）

交

销售数据的磁盘：“刮风下雨都务必送

到，不交的话开不了奖的，责任重大！ ”

二等奖也中了 500万

而 4 月 15 日开奖的大乐透第

19042 期，全国开出了 31 注 100 万元的

追加投注二等奖，广州市越秀区东川路

元运街 19-103 的 4401023269 体彩网

点独中其中 5 注，中奖者以一张 5 倍追

加投注的“6+2”复式票，斩获奖金 500

万多元。

中奖者表示自己买彩不到十年，总

是想起来就买，想不起来拉倒，也不看

往期开奖，不研究号码“走势”。 虽说

自己买彩都有好几年了，平均每年也

就买十来次。 他中奖这组“6+2”号

码， 是他根据自己和家人的生日、幸

运数字、 校友球队编号等号码编成

的，并一直用来“追号”。 他说，没想

到自己会中 500 万的大奖：“一直以

来都以为二等奖一、二十万，就算倍投

追加，总数大约也就一两百万，没想到

这一下能中 500 万！ ”

一线体彩投注站业主，是体育

彩票发展的见证者和参与者，是彩

票公益金的直接筹集者。 1998 年加

入体彩行业的中山市 4418018057

网点业主麦永青，则不仅仅是在平

凡的工作中做着公益贡献，还积投

身和带动身边人参与帮扶助学等

公益行动，尽己所能帮助更多有需

要的人。

带动亲友帮扶助学

麦永青成长于佛山高明的山

区， 父亲及兄长都是从事教育事

业，在父亲的耳濡目染下，麦永青

从小就种下了要帮助贫困儿童上

学的愿望。

2012 年，麦永青偶然看到救助

病残流浪贫困人群以及助学的纪

录片，读书时期耳闻目睹的辍学事

例又翻涌眼前。 他马上联系相关单

位，当时帮扶四川甘孜藏族的一名

叫尕吉巴毛的小女孩，麦永青通过

邮局汇款到学校的联系人，联系人

收到汇款后将钱交给帮扶的孩子，

并附上照片，整个过程公开，真实。

于是他接着帮扶了第二个，第三个

……并承诺帮扶到高中毕业。 在麦

永青助学的过程中， 他也发动家

人、 朋友加入公益助学的行列，几

年来，他影响了十几位朋友参加助

学活动，帮助了十多名有需要的孩

子。

彩民也加入助学团

2015 年， 麦永青与彩民交流

时， 无意中提到了帮扶助学的事

情，得到了购彩朋友的赞赏，大家

积极加入并组成助学团队

（团队成

员现有

40

余人）

，“芳名录” 详细记

录收到的每笔捐款与支出的去向，

彩民快乐购彩的同时又可公益助

学。 他说，最开心的是接到被帮扶

的同学打来长途电话，虽听不太懂

他们带着浓浓方言普通话，却让大

家都觉得“施比受更有福”，“赠人

玫瑰手留余香”。

2019 年 3 月，麦永青获悉中山

同行销售员不幸患了乳腺癌的消

息，马上在网点的彩民群发出献爱

心的倡议，短短的一天就筹到爱心

款 1822 元，转交给她的同时鼓励她

勇敢战胜病魔。

信息时报记者 胡昌伟

通讯员 中山彩

广州体彩今年已中出8个大奖

荔湾越秀俩奖站受表彰

体彩追梦二十一载

中山业主帮扶助学不止

搭平台进校园

体彩助力

深圳棋类运动

麦永青

的投注站助

学团帮助不

少 孩 子 圆

梦。

中山体彩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