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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胡昌伟）

广东

彩民再中大乐透千万头奖！ 6月1日，体

彩大乐透第19062期开出5注一等奖，包

括1注1800万追加头奖和4注1000万元

基本头奖，其中1注1000万元头奖，由广

东东莞一幸运儿以“9+3”复式票击中，

揽得奖金1057万多元。 目前，大乐透奖

池滚存47.64亿元， 提醒大家不要错过

今晚开奖的第19063期。

单期筹公益金1.05亿

大乐透第19062期前区开出号码

“05、16、23、25、28”，后区开出号码“01、

12”。 当期全国销量达到了2.92亿元，为

社会筹集彩票公益金1.05亿元。

奖号方面，前区“05、16、23、25、28”

分布较为零散，除“3”字头号码空缺，其

余号段均有号码亮相。 最小号码开出

“0”字头的“05”；“1”字头开出“16”；“2”

字头开出“23、25、28”，其中“25”为之前

较冷号码，连续34期冷藏之后，终于破

土而出。 后区“01、12”是最小加最大号

码组合， 其中“01” 为之前较冷号码，

“12”则于最近6期之内开出了3次。

东莞录得一注千万奖

当期全国共中出5注一等奖，1注为

1800万元

（含

800

万元追加奖金）

追加投

注头奖，落户湖北；4注为1000万元基本

投注头奖，花落广东、山西、安徽和云

南。

广东中出的1000万元头奖，出自东

莞东城峡口榴花东街的4417017429体

彩网点，中奖彩票为一张“9+3”复式

票，单票擒奖1057万元。

其他头奖方面，湖北中出的1800万

元出自襄阳，中奖彩票为一张“前区2胆

9拖+后区2拖”的胆拖追加票，单票中

奖1806万元。山西中出的1000万元头奖

出自吕梁，中奖彩票为一张“7+3”复式

票， 单票擒奖1052万元。 安徽中出的

1000万元出自安庆， 中奖彩票为一张

“7+4”复式票，单票擒奖1102万元。 云

南中出的1000万元出自楚雄，中奖彩票

为一张“14+3”复式票，单票擒奖1075

万元。

同期二等奖开出170注， 每注奖金

为24.20万余元； 其中37注采用追加投

注， 每注多得奖金19.36万余元。 追加

后，二等奖单注总奖金为43.57万元。 三

等奖开出411注， 单注奖金固定为1万

元。

奖池方面，第19062期开奖结束后，

47.64亿元滚存至今晚开奖的第19063

期，提醒广东彩民不要错过幸运。

大乐透第19062期5注头奖分落5省

东莞彩民复式斩获1057万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胡昌伟 通讯

员 中山彩）

5月26日，备受关注“粤港

澳大湾区第二届龙舟邀请赛” 在中山

岐江河畔举行。 中山体彩作为赞助商

助力本次龙舟赛， 并在现场开展公益

体彩宣传推广活动。

共计40支龙舟队参赛

赛龙舟是中山市一项源远流长、

深受群众喜爱的传统民俗文化活动。

经过层层筛选， 第二届粤港澳大湾区

龙舟邀请赛共有40支队伍合计近1700

名龙舟运动员参赛。 其中，“男子长龙

（传统龙舟 ）

组”参赛队伍12支、“男子

国际龙

（

22

人龙舟）

组”参赛队伍20支，

“女子国际龙

（

22

人龙舟）

组”参赛队伍

8支。 除粤港澳大湾区全部11个城市

外， 赛事还吸引了来自汕尾等城市的

参赛队伍。

比赛最终， 由中山无忧净水岐头

女子龙舟队、 中国国际棒球小镇龙舟

队、 南下长龙龙舟队分别获得了女子

国际龙、男子国际龙、男子长龙

（传统

龙舟）

组的桂冠。

中山体彩为赛事添彩

作为本次活动赞助单位， 中山体

彩一直鼎力支持全民健身事业发展。

从场馆场地设施的建造， 到健身器材

的配建，再到全民健身活动的开展，中

山市体育彩票公益金的身影无处不

在。 中山体彩同时注重大众的体验感

和参与感，使体育彩票更加接地气、聚

人气，在对赛事的“选准”和“办好”上

有不少心得。

这次龙舟邀请赛吸引了数万名群

众在岐江两岸观赛， 中山体彩在现场

组织的公益宣传受到了众多群众关

注， 让群众进一步加深了对体育彩票

的认识， 更好地树立了中国体育彩票

的公益形象。

体育彩票助力为赛事添彩

大湾区龙舟赛火爆中山

体彩公益金鼎力支持

来深青工棋类挑战赛落幕

日前 ， 由体彩公益金资助

的深圳市第十五届来深青工文

体节棋类挑战赛 ， 在该市银湖

会议中心相继举行 ， 众多来深

建设者以棋会友 ， 感受体育彩

票带来的温情关怀。

据了解 ， 本届棋类挑战赛

的参赛对象是年龄在

18

岁至

45

岁、 具有深圳社保的来深建

设者。 其中， 围棋赛吸引了

40

多名围棋爱好者参加 ， 象棋赛

参赛选手超过

60

人。 两项比赛

经过多轮激战 ， 分别决出一 、

二、 三等奖。

本届赛事承办方深圳棋院

的工作人员表示，作为本届来深

青工文体节的组成活动之一，棋

类比赛给广大来深建设者提供

了一个切磋交流的机会。青工围

棋赛已经连续举办了

15

年，为广

大来深青工搭建了一展棋艺的

平台，满足了他们文体娱乐活动

的需求，也再次充分体现了对来

深青工的人文关怀。

近年来，在体彩公益金的大

力支持下，深圳市棋类运动蓬勃

发展 ，从校园到社区 ，从学生到

来深建设者， 覆盖范围不断延

伸，参赛人群不断增加 ，赛事规

模也不断提升，近在身边的体彩

公益也让棋类爱好者切身体会

到“责任彩票”的温情。

信息时报记者 胡昌伟 通讯员

李硅光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