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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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56

期

6

月

12

日开奖）

251930063.12元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时间截止日为２０19年8月12

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排列5

6 � 5 � 9 � 2 � 2

（第

19156

期

6

月

12

日开奖）

11149580.68元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时间截止日为２０19年8月

12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排列3

6 � 5 � 9

中奖情况

（第

19067

期

6

月

12

日开奖）

后区号码前区号码

开奖号码

超级大乐透

08�15�03�11�16�02�10

4596914428.40元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时间截止日为２０19年8月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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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0

102

19

254

581

15337

16478

42435

602913

6436554

单注奖金（元）

10000000

534981

427984

10000

3000

300

200

100

15

5

应派奖金合计（元）

60000000

0

54568062

8131696

2540000

1743000

4601100

3295600

4243500

9043695

32182770

180349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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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胡昌伟 通讯员

李锦霞）

日前， 肇庆高要一大叔到体彩

投注站碰运气， 没想到买完电脑彩票

后，随手刮几张顶呱刮，就中出了“十倍

幸运”头奖，收获奖金 25 万元。

这位 25 万元大奖的得主陆先生，

是体彩忠实粉丝，平时主要购买大乐透

和七星彩，几乎期期不落。 上周二下午

五点多，陆先生如往常一样，来到位于

肇庆市高要区金利镇的 4408008087 网

点，拿出已经选好号码的纸条让网点业

主出票， 随后习惯性地买上几张顶呱

刮。

他先买了三张“出 7 制胜”，结果中

得 20 元。 这时，他又被“十倍幸运”好意

头的名字吸引， 把 20 元奖金换了两张

继续刮。 陆先生刚刮开第一行就出现

“04”，与中奖号码一致，接着出现中奖

金额“￥250,000”。“哗，中了 25万！”体彩网点

业主在一旁激动地大叫。 经业主这一提

醒，陆先生这时拿起彩票靠近看了几回，

数了后面有 4个“0”，才相信是真的。

中奖次日，陆先生在网点销售员的

陪同下，来到肇庆市体彩中心兑奖。 陆

先生表示，中得大奖他非常激动，体育

彩票已经成为他生活娱乐的一部分，他

会一如既往支持体育彩票，为公益事业

做贡献。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胡昌伟 通讯员

李硅光）

深圳同期 3 位千万大奖得主齐

齐闪电现身！ 6 月 10 日，体彩大乐透第

19066 期开奖，深圳独中 3 注 1000 万基

本投注头奖， 分别出自 3 个网点。 6 月

11 日上午，三位中奖者竟然相继火速现

身兑奖，并分享了各自的中奖故事。

又先生：得知中奖整晚没睡

第一位前来兑奖是又先生

（化名）

，

他在位于福田街道华强南路 3032 号的

4402037966 体彩网点内购买了一张“7+

8”复式票，成功网住当期一等奖。 由于

同时还中得 12 注二等奖， 其单票总奖

金高达 1341 万余元。

又先生说，自己购买大乐透将近三

年， 以前每次都只购买一张 10 元的随

机票，最近广东省体彩中心正在举行大

乐透 1800 万大派送活动， 加上深圳体

彩中心也在开展促销活动，在双重利好

之下，他开始尝试购买复式票，没想到

才购买了 5 期，就中了一等奖。

开奖当晚 22 点左右， 又先生习惯

性的用手机查询一下大乐透第 19066

期开奖号码，发现中了一等奖，当即大

喊：“我中了一千万！ ”当时，他的父母和

弟弟都在身边， 都一脸诧异的看着他，

完全不相信。 又先生就拿出彩票，让家

人轮流帮忙核对。 确定中了一等奖之

后，又先生安心的躺到床上，没想到完

全睡不着了：“眼前一直浮现出那张中

奖彩票，一会觉得是出现幻觉，一会想

彩票是不是假的。 后来就拿出手机，到

三四个网站对比大乐透开奖号码，再仔

细看大乐透的中奖规则，又不断的看中

大奖的新闻报道， 根本没有办法睡觉，

然后抬头一看， 天亮了， 已经 6 点多

了。 ”

双先生：兑奖后欲给太太惊喜

又先生刚办理完兑奖手续，第二位

兑奖者双先生

（化名）

就到了。 大乐透第

19066 期开奖前一天

（

6

月

9

日 ）

，双先

生在位于龙岗区南湾街道丹竹头社区

塘美街 1 号的 4402030004 体彩网点购

买了 3 张小复式， 其中一张 112 元的

“8+2”复式票中得一等奖，单票总奖金

1005 万余元。

双先生喜欢看大乐透的开奖直播，

开出一个号码就用笔记下来，然后再拿

出彩票慢慢核对。 当期开奖直播完之

后，双先生第一时间觉得自己应该至少

中了“4+2”：“由于买了 3 张票，购买的

号码记得不是很清晰，但是后区我知道

是全中了，只隐约记得有一张好像中的

号码挺多的，应该至少有‘4+2’。 ”等拿

出彩票逐个核对之后，双先生才发现原

来不止中“4+2”，而是“5+2”，中了一等

奖！

由于购彩多年，双先生的心态已经

锤炼的相当好，并没有特别激动，第二

天一早没有告诉太太就“偷偷”赶来兑

奖。 对此，双先生小小的浪漫了一回，说

道：“我还没有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老

婆，等奖金到账了，我让她拿着我的银

行卡去查询一下余额， 让她惊喜一回。

跟着我辛苦了这么多年，是时候让她享

福了。 ”

叒

先生：携家人组团来兑奖

第三位中奖者

叒

先生

（化名 ）

和双

先生几乎同时到达兑奖地点，而有别于

双先生独身一人兑奖，

叒

先生是带着四

五位家人组团前来。

叒

先生仅仅花了 20 元， 购买了一

张胆拖票， 以小博大中得总奖金 1001

万余元。

叒

先生是宝安区水田村新村十

区 69 号 4402026933 体彩网点的老顾

客。 6 月 10 日晚一开完奖，网点销售员

就打电话告诉他中了一等奖。“当时以

为销售员是跟我开玩笑的”， 想起当时

的情形，

叒

先生仍然忍俊不已，“等挂了

电话，拿出彩票，用手机查看开奖号码，

才确定原来这是真的。 由于当时全家人

正坐在一起聊天，我就对大家说我中了

一千多万。 没想到他们的反应比我更夸

张。 ”

叒

先生忍不住笑了好几分钟，接着

说：“我爸第一时间站起来， 瞪着我说，

‘你发什么神经？做梦吧？’，然后我妈也

站起来，看着我说，‘你没事吧？ ’。 我就

把票拿给他们看，他们才相信。 我又马

上打电话告诉我老丈人，没想到他更威

武，直接说‘你喝多了吧？ 赶紧让你老婆

接电话’。 等我老婆将情况告诉他，他才

放心的挂了电话。 ”

开心完了之后，

叒

先生充满向往地

说道：“这次中奖真的改善了我一家人

的生活。 我是年初结的婚，为了结婚，借

钱在老家盖了房子。 现在我弟弟也要结

婚，婚期都定好了，全家人正在为他的

婚事费用发愁。 这下子好啦！ 之前的借

款可以全部还清了，弟弟的婚礼也可以

风风光光的办了，我一家子以后的生活

就好多了。 ”

深圳一夜爆3个千万富翁

仨大乐透得主齐齐现身闪电领奖

“十倍幸运”再爆头奖

25万大奖砸中肇庆大叔

中奖彩票。 深圳体彩 供图

中奖彩票。 肇庆体彩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