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9058

期

5

月

21

日开奖）

中奖情况

30596784.28元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时间截止日为２０19年7月

22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七星彩

5 � 8 � 9 � 9 � 5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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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1

217

2789

32152

343320

378490

单奖奖金（元）

5000000

19099

1800

300

20

5

应派奖金合计

5000000

210089

390600

836700

643040

1716600

8797029

（第

19134

期

5

月

21

日开奖）

中奖情况

260544949.86元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时间截止日为２０19年7月

22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排列5

奖级

一等奖

合计

中奖注数

59

59

单注奖金（元）

100000

4 � 1 � 9 � 1 � 1

应派奖金合计

5900000

5900000

（第

19134

期

5

月

21

日开奖）

中奖情况

10764275.60元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时间截止日为２０19年7月

22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排列3

4 � 1 � 9

投注方式

直选

组选

3

组选

6

全国中奖注数

9331

0

10633

本地中奖注数

483

0

419

单注奖金（元）

1040

346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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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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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奖信息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胡昌伟 通讯员 陈钰

榕）

揭阳又爆25万元顶呱刮大奖！近日，位于

揭阳市普宁流沙东香陇村环西区18幢的

4420030362号销售点传出喜讯， 一幸运购彩

者刮出了“绿翡翠”25万元头奖，而令人艳羡

的是，这位幸运儿大叔之前还刮中过10万元

的顶呱刮头奖。

近日，幸运儿徐大叔在业主的陪同下来

到揭阳市体育彩票中心，领取“绿翡翠”头奖

25万元。 徐大叔在办理兑奖手续时分享了自

己的购彩经验，从事餐饮行业的他，同时也

是体彩铁杆粉丝，购彩至今有已有20年。 他

平时接触最多的即是顶刮呱即开票和大乐

透，因为这两类彩票玩法简单有趣，为他的

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

“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二个即开票头奖

啦！ ”徐大叔开心地说。

原来，徐大叔在中得这次“绿翡翠”25万

头奖之前，还中过“麻辣6”头奖的10万元。 徐

大叔上次中奖是在六年前，当时他在外地创

业，时常会面对资金短缺的压力，可身在异

乡， 身边也没几个知心朋友可以给予帮助，

所以当时这笔奖金是他生意初期的及时雨，

在他人生中有着非常重要的转折意义。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胡昌

伟）

好运挡不住，广东彩民连中

大乐透头奖。 5月20日，体彩大

乐透第19057期开出3注千万级

头奖，其中1注1000万元基本头

奖落在深圳市， 幸运儿凭借一

张10元5注号码单式票命中。 这

也是 继 广 州番 禺 彩 民在 第

19056期中得1000万元头奖后，

大乐透头奖连续第2期落入广

东。目前，大乐透奖池滚存48.94

亿元， 提醒彩民朋友不要错过

今晚开奖的第19058期。

前区开出最大连号

大乐透第19057期前区开

出号码“08、14、16、34、35”，后区

开出号码“06、12”。 当期通过

2.76亿元的全国发行量，为社会

筹集彩票公益金9943万元。

奖号方面， 前区分布较为

零散，“2” 字头号码集体缺席。

最小号码开出“0”字头的“08”；

“1”字头开出“14、16”；“3”字头

开出“34、35”最大连号组合。 后

区“06、12”是一小一大全偶数

组合。 其中“06”复制上期

（第

19056

期）

奖号，该号于最近3期

连续热开。 最近5期，后区奖号

的大小号码数量比为 5：5，持

平。 冷号方面，截至目前，前区

的“17、25”已分别有31期、30没

有露面，较冷。

广东连中千万头奖

当期全国共中出3注一等

奖，分落广东、浙江和安徽。数据

显示，广东中出的1000万元一等

奖出自深圳市石岩街道石环路

12号的4402038113体彩网点，中

奖彩票为一张5注10元投入的单

式票。 这也是广东彩民连续第2

期中出1000万元的大乐透头奖，

在5月18日开奖的第19056期，广

州番禺同样有一彩民凭借10元5

注号码单式票收获基本头奖。

其他2注一等奖中，1注为

1800万元追加头奖，出自浙江温

州， 中奖彩票为一张5注15元投

入的单式追加票；另一注为1000

万元基本头奖， 出自安徽阜阳，

中奖彩票为一张10元的单式票。

同期二等奖开出81注，每注

奖金为57.15万元；其中32注采用

了追加投注， 单注总奖金为

102.87万元。 三等奖开出160注，

单注奖金固定为1万元。

当期广东还中得了3注超值

的二等奖， 其中2注是追加投注

命中，分别落在东莞、深圳，而另

1注基本投注二等奖， 则又是落

入深圳彩民腰包。

奖池方面， 第19057期开奖

结束后，48.94亿元滚存至今晚开

奖的第19058期， 提醒彩民朋友

继续把握幸运。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胡昌伟 通讯员

李锦霞 ）

5月19日，“中国体育彩票杯”

2019年国际体联体操世界杯挑战赛（中

国·肇庆），在肇庆新区体育中心激情开

战。 该赛事是由国际体操联合会主办的

世界最高水平的体操大赛，得到了体彩

公益金的大力支持。

顶级赛事关注度高

此次世界杯挑战赛，比赛项目只设

个人比赛，分资格赛、单项决赛。 其中，

男子6项，为自由体操、鞍马、吊环、男子

跳马、双杠、单杠；女子4项，为自由体

操、高低杠、平衡木、女子跳马。

中国队共派出了6男4女、共10位队

员出战，邓书弟、翁浩、刘洋、曲瑞阳、邹

敬园、 林超攀6名国内顶尖好手角逐男

子五个项目，女子组参赛阵容则由虞琳

敏、李诗佳、刘景行、殷思思4名国家队

成员组成。

目前资格赛已告一段落，各单项决

赛资格已尘埃落定。 值得一提的是，在

男子鞍马项目中竞争较为激烈，共有10

个国家18名运动员争夺8个决赛席位，

代表中国出战的是翁浩、邹敬园，力压

群雄， 在鞍马项目资格赛分获第一、第

二。

体彩公益金大力支

本次世界杯挑战赛离不开体彩公

益金的大力支持，其中，肇庆投入市级

体彩公益金200万元用于办赛。 2018年，

肇庆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销售额11.63

亿元，筹集公益金超2.34亿元，为广东及

当地的经济、体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积

极贡献。

而此次比赛场馆内外，也随处可见

中国体育彩票的身影。 肇庆体彩中心在

运动员通道、观众出入口，设置了体彩

宣传背景画，场内则悬挂横幅，摆设A字

牌，印刷工作计划书册等，场外还开设

顶呱刮即开票销售小卖场。

肇庆体彩有关负责人表示，冠名支

持重大体育赛事，能够进一步把体彩公

益金“来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发行宗旨

深入人心，大家在享受体育彩票支持的

赛事活动的同时，能够感受到他们通过

购买体育彩票奉献的爱心，实实在在地

回馈到身边。

体彩公益金大力支持

体操世界杯挑战赛燃爆肇庆

大乐透头奖连续落广东

深彩民10元擒奖1000万

揭阳大叔中25万“绿翡翠”

幸运儿：这是我的第二个头奖

体 彩 公

益 金 大 力 支

持 高 规 格 体

育赛事。

通讯员

李锦霞 摄

中奖彩票。

揭阳体彩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