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9085

期

7

月

23

日开奖）

中奖情况

43883517.91元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时间截止日为２０19年9月

23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七星彩

7 � 1 � 9 � 8 � 1 � 4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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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8

223

2060

26903

326433

355639

单奖奖金（元）

5000000

14142

1800

300

20

5

应派奖金合计

10000000

254556

401400

618000

538060

1632165

13444181

（第

19197

期

7

月

23

日开奖）

中奖情况

292163427.37元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时间截止日为２０19年9月

23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排列5

奖级

一等奖

合计

中奖注数

24

24

单注奖金（元）

100000

6 � 2 � 2 � 5 � 2

应派奖金合计

2400000

2400000

（第

19197

期

7

月

23

日开奖）

中奖情况

12566935.64元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时间截止日为２０19年9月

23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排列3

6 � 2 � 2

投注方式

直选

组选

3

组选

6

全国中奖注数

4254

11077

0

本地中奖注数

186

32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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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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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奖信息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胡昌伟 通讯员

赵颖）

7月18-19日，广东体彩上半年市

场分析培训会在潮州举行。 据悉，广东

体彩上半年筹集上缴公益金近25亿元，

在行业调整转型升级的2019年，继续保

持了稳健发展势头。

立足转型升级，各项工作稳健发展

2019年是彩票行业调整转型升级

年， 广东体彩深入落实“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要求， 始终恪守

体育彩票“来之于民， 用之于民” 发

行宗旨， 以责任守初心， 以诚信担使

命， 以团结成事业， 以创新强动力，

扎实推进各项工作开展， 上半年， 全

省销售体育彩票98.46亿元， 筹集上缴

公益金24.92亿元， 代扣代缴个人中奖

偶然所得税2.33亿元， 提供代销者销售

收入8亿元， 全省网点规模突破13200

个， 其中新建网点1351个， 增加就业

岗位1500多个， 累计提供就业岗位3万

多个， 再创历史新高。

加强政治引领， 凝聚发展动力

上半年， 全省体彩系统按照“围

绕业务抓党建， 抓好党建促业务” 的

总体思路， 结合行业和业务实际， 以

党建引领业务开展落实， 将党建与业

务高度融合， 推动业务工作高效落实。

全省260个业主、 销售员党员投注站统

一配备宣传展示架、 购置政治理论书

籍书刊， 设立健康健身生活指引， 提

供雨伞、 充电器、 打气筒等便民服务

工具， 党员体彩投注站率先打造成

“政治理论宣传窗口、 健康健身指引窗

口、 便民利民服务窗口”。

广东体彩主动结合行业特点， 面

向社会开展了党建知识、 责任彩票知

识答题有奖活动， 活动浏览量达到132

万/人次 ， 其中参与答题累计达到

99582人次。 全省体彩系统开展了“心

怀责任、 勇于担当” 座谈交流活动和

“送温暖、 传真情” 慰问帮扶活动， 共

同讲政治、 学理论、 悟初心、 话使命、

谋发展， 同时为全省184名困难业主、

销售员送慰问、 送培训帮扶， 帮助他

们提高经营和生存能力， 达到扶困扶

智扶志的“三扶” 目标。

坚持市场导向，筑牢发展基石

上半年，广东省体彩中心积极响应

国家“减税降费”号召，提高代销费，为

全省体彩投注站增加收入4350万元。 广

东体彩构建了立体化宣传网络，体彩社

会公信力、公益形象明显提升。 全省乐

透型游戏开奖直播的网点达8747个，数

量位居全国第一，省市合作的大众传播

渠道共计191个， 构建起立体化传播矩

阵。 广东体彩还认真落实《体育彩票公

益金资助项目宣传管理办法》， 完善体

彩公益金资助项目宣传工作机制，上半

年开展赛事冠名宣传上百场；积极开展

公益体彩进社区、国民体质监测万里行

等惠民利民公益活动，较好地满足了老

百姓对公益体彩的知情权，有力地推动

了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

筹集上缴公益金近25亿

粤体彩上半年发展稳健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胡昌伟）

7月22

日，体彩大乐透第19084期开奖，全国开

出2注头奖， 包括1注1000万基本头奖，

和1注1800万元追加头奖。 虽然广东与

头奖无缘， 但深圳一彩民独中二等奖

1278万成为全国第二大赢家。 目前，该

玩法奖池滚存40.85亿元，提醒省内彩民

不要错过今晚开奖的第19085期。

两头奖分落云南四川

大乐透第19084期前区开出号码

“12、23、25、34、35”， 后区开出号码“01、

07”。 当期是新规则上市后的第66期开

奖，以2.67亿元的全国发行量，为社会筹

集彩票公益金9629万元。 当期全国共开

出2注头奖。 其中，1注为追加投注一等

奖，单注奖金1800万元

（含

800

万元追加

奖金）

，1注为基本投注一等奖， 单注奖

金1000万元。 2注头奖分落云南和四川。

数据显示，云南中出的1800万元追

加投注头奖出自昆明，中奖彩票为一张

6元2注单式追加票。 四川中出的1000万

元基本投注头奖出自乐山市，中奖彩票

是一张24元“前区4胆4拖+后区1胆3拖”

的胆拖复式票，单票总奖金1128万多元。

同期二等奖中出88注， 单注奖金

63.90万元。 其中11注为追加投注，每注

多得奖金51.12万元。

深一人中二奖1278万

值得一提的是，广东彩民当期中出

了多达24注二等奖

（无追加 ）

，深圳、汕

尾、湛江彩民分享了大奖喜悦，尤其是

深圳4402026151体彩网点一彩民，通过

一张5注号码倍投20倍的单式票， 独中

20注63.90万元的基本二等奖，单票总奖

金高达1278万多元，事实上成为当期大

乐透开奖的全国第二大赢家！

开奖结束后，40.85亿元滚存至第

19085期，提醒彩民今晚继续守候好运。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胡昌伟 通讯员

李琪）

昨日傍晚，2019 广东“公益体彩

进社区”活动广州白云站在白云区鹤龙

街 YH 城广场隆重举行，也标志着广州

体彩 25 周年公益宣传系列活动揭幕。

昨日傍晚的活动安排了精彩纷呈的环

节，吸引现场数百街坊参与。

街坊邻居喜收好礼

昨日傍晚，白云区鹤龙街 YH 城广

场热闹非凡，人头攒动。 街坊踊跃参与

“摇一摇”签到赢好礼、互动问答，肖女

士通过摇一摇签到赢得当晚全场最高

奖项———头奖华为畅享 9S 手机。 此外，

还有近百名街坊获得电吹风、抽纸等生

活用品。 而在即开票宣传销售区也是人

气爆棚，时不时传来“啊，我刮中了！ ”

“我中了好几个！ ”的欢呼喝彩声，街坊

购买最新上市的“国宝”“跃龙门““金孔

雀”“出 7 制胜”等热门票种，在买彩票

做公益的同时也收获中奖的喜悦。

白云区将独办 11场

活动现场还搭起了一条“公益长

廊”，向街坊全面展示体育彩票 25 年来

的发展成果， 包括公益金使用方向、体

彩公益金筹集与分配、体彩社会贡献等

方面的内容，让大家了解到体彩公益金

广泛用于补充社会保障基金、 医疗救

助、扶贫等社会公益事业，以及群众体

育、奥运争光等体育事业发展。

据了解， 广州市将陆续开展近 20

场“体彩进社区”活动，当中有 11 场在

白云区举办，另外还将进驻天河、越秀、

番禺、海珠、荔湾、花都、黄埔等区，与各

区体育项目协会、街镇文化站、企业、社

区联袂举办。

粤彩民独中二等奖1278万

大乐透奖池40.85亿今晚再相约

穗体彩进社区白云开启

全市近20场进社区活动 白云区独占11场

党员体彩投

注 站 率 先 创 建

“三个窗口”。

广东体彩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