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9227

期

8

月

22

日开奖）

中奖情况

11513394.12元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时间截止日为２０19年10月

21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排列3

8 � 2 � 3

投注方式

直选

组选

3

组选

6

全国中奖注数

8907

0

14951

本地中奖注数

263

0

452

单注奖金（元）

1040

346

173

体彩服务热线

95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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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9227

期

8

月

22

日开奖）

中奖情况

306834389.46元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时间截止日为２０19年10月

21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排列5

奖级

一等奖

合计

中奖注数

29

29

单注奖金（元）

100000

8 � 2 � 3 � 9 � 8

应派奖金合计

2900000

2900000

（第

19119

期

8

月

22

日开奖）

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负

中奖情况

1+1+3+3+1+1+1+3+1+1+3+3

（第

19124

期

8

月

22

日开奖）

足球4场进球

中奖情况

0+0+2+2+2+0+1+1

（第

19108

期

8

月

22

日开奖）

足球胜负彩、任选9场

中奖情况

1+0+3+3+1+3+1+0+3+3+1+3+3+0

体彩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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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奖信息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胡昌伟 通讯员

关言 ）

体彩开奖是一件备受瞩目的事

情，就在最近，位于北京市丰台体育中

心的中国体育彩票开奖场地迎来了更

新施工，这是提升体彩摇奖过程透明度

的又一重大举措。 伴随着本次摇奖场

地的改造， 体彩大乐透摇奖机“维纳

斯”，及体彩排列 3、排列 5、7 星彩摇奖

机“托帕斯”，也将迎来更新换代。

透明开奖见证者———“维纳斯”

2007 年 5 月 10 日， 来自法国的

“维纳斯”摇奖机首次亮相，引来一片赞

叹之声， 来自全国各地的 20 多家媒体

以及购彩者代表见证了摇奖机揭幕的

一刻。

“维纳斯”由法国 AKANIS 公司生

产，高 1.94 米，重 444 公斤，是国际最

先进的摇奖设备之一，通过国际电工委

员会电子元器质量体系认证， 被美国、

西班牙、法国、新加坡等很多国家的彩

票机构使用。

自 2007 年起，“维纳斯” 摇奖机已

“服役”十二年多，“年事已高”，为全力

保证摇奖过程的安全性和公正性，同时

也为了让大家继续观看到熟悉的摇奖

画面，国家体彩中心决定采用新“维纳

斯”来替换已经 12 岁的前代“维纳斯”。

新“维纳斯”即将启用

无论身高、体重，还是“长相”上，新

“维纳斯”与前代“维纳斯”都一模一样，

大家在观看新“维纳斯”摇奖时，与前代

“维纳斯”的感受并无差异。

同时，新“维纳斯”与“维纳斯”的搅

拌仓均由透明高级树脂制成，观众可以

清晰地看到摇奖球从搅拌到出球的全

过程。 由于刚刚投入使用，新“维纳斯”

的搅拌仓看起来会更加明亮。

两代“维纳斯”在摇奖方式上保持

一致，继续采用吹气式搅拌方法，这是

目前世界上公认的最公平的摇奖方式

之一。 依靠气流搅拌摇奖球，避免摇奖

球在搅拌过程中与其他介质的接触，在

短时间内形成更为充分的搅拌，以保证

摇奖结果的随机性和公平性。

新“维纳斯”摇奖机将于新版开奖

节目上线之日，与更新后的开奖场地同步

投入使用。 在此之前，体彩测试小组成

员与法国工程师还将对其进行为期一

周的测试检查与模拟使用， 以确保其

在正式摇奖中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新“托帕斯”同步亮相

同样已“服役”多年的还有体彩排

列 3、 排列 5、7 星彩的摇奖机“托帕

斯”。“托帕斯” 是一种宝石的名称，这

台摇奖机高 1.5 米，宽 0.22 米，和“维纳

斯”一样，采用吹气式搅拌方法，是国

际认可的主流摇奖机。

本次场地改造， “托帕斯” 也将

完成一次换新。 虽在外观上并无明显

变化， 但换新后的“托帕斯” 将和它

的名字一样， 如宝石般晶莹剔透， 让

观众能更清晰地看到完整的摇奖球搅

拌过程。

公信力是体彩的生命，为了保证开

奖过程的“公开、公平、公正”，从而更好

地接受公众和社会的监督，国家体彩中

心在多年的发展中采取了多项举措，坚

持与时俱进，不断提升开奖工作的透明

度，拉近公众与体彩之间的距离。未来，

体彩的“维纳斯”“托帕斯”将继续见证

透明开奖，让我们共同期待。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胡昌伟 通讯员

李琪）

自发布举办广州体彩“顶呱刮”

工艺品制作大赛的消息以来，不少手工

艺品创作爱好者踊跃报名。 截至 8 月

20 日

（即活动所规定的作品提交期

限）

， 广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已经收

到 18 件参赛作品， 目前活动已经进入

网络投票阶段，欢迎市民、读者给心仪

的作品投票。

参赛作品颇有创意

据了解，此次参赛作品以顶呱刮即

开票为主要制作材料，不少作品创意和

做工都令人眼前一亮。 如《七十华诞》

作品，主要使用“中国红”及“国宝”即开

票作为主调，向祖国表示热烈的诚挚的

祝贺。《公益体彩 快乐童年》作品，则是

形象展现了体彩助学公益善举，不但捐

建了美丽的体彩希望小学，体彩小列车

还拉来了各种体育器材和学习用品，孩

子们都在争先恐后地帮忙卸货呢，呈现

一派喜气洋洋的景象。

今起参与线上投票

根据活动规则，即日起至 25 日，18

件参赛作品将进行线上评选， 参与者

可关注“广州体彩”官方微信公众号

（微

信号：

gzticai

）

， 或者扫描活动二维码进

入投票页面，为心仪作品投票。 8 月 25

日至 27 日，进行线下评选。 8 月 28 日

至 31 日， 评选结果报广州市体彩中心

领导审定。 最终比赛结果将在 9 月初

公布。

此次比赛共设 3 个奖项。其中一等

奖设 3 个， 作者可获证书及奖金 2500

元

（含税）

，选送参加省体彩中心比赛；

二等奖设 5 个， 作者可获证书及奖金

1500 元

（含税 ）

；三等奖设 10 个，作者

可获证书及奖金 500 元

（含税）

。如出现

弃奖情况，则由排名靠后的作品依次递

补。

见证透明开奖

体彩摇奖机更新换代

穗顶呱刮手工艺品赛喊你为心仪作品投票

参赛作品之一。 穗体彩供图

体彩测试小组人员正在检测新“托帕斯”。

已服役

12

年多的前代“维纳斯”。 即将启用的新“维纳斯”。

国家体彩中心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