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9234

期

8

月

29

日开奖）

中奖情况

11897306.16元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时间截止日为２０19年10月

28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排列3

2 � 4 � 5

投注方式

直选

组选

3

组选

6

全国中奖注数

10510

0

23129

本地中奖注数

433

0

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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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34

期

8

月

29

日开奖）

中奖情况

312704144.84元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时间截止日为２０19年10月

28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排列5

奖级

一等奖

合计

中奖注数

51

51

单注奖金（元）

100000

2 � 4 � 5 � 6 � 0

应派奖金合计

5100000

5100000

（第

19124

期

8

月

29

日开奖）

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负

中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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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9129

期

8

月

29

日开奖）

足球4场进球

中奖情况

0+0+1+2+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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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奖信息

体彩进社区

“最强射手”、“愤怒的小鸟”互动趣

味游戏轮番上演，手机微信摇一摇送幸

运彩票， 现场购彩还能做公益。 近日，

“公益体彩进社区”顺德第五站，在大良

新桂社区丹桂公园热闹举行，丰富有趣

的活动，为广大市民呈上夏日小福利。

此次活动是在晚间举办，现场火爆

的趣味游戏互动摊位排起了长龙，小朋

友们参加游戏领取体彩精美小礼品，玩

得不亦乐乎。 体彩顶呱刮即开型体育

彩票销售摊位也吸引了不少市民试一

试手气。 市民刘先生表示：“刮开兑奖

去寻找中奖号码或图案， 就知道是否

中奖和中奖金额， 慢慢刮开寻找中奖

号码的过程非常过瘾！ ”现场还不时传

出“我中奖啦！ ”的欢呼声。 微信摇一摇

送彩票活动也在火热开启， 答对

3

道

题目即可领取即开型体育彩票。 有的

市民还迫不及待地动员亲朋好友前来

一起玩，一起了解公益体彩。

今夏，顺德体彩已陆续举办了五场

公益体彩进社区活动。 通过 “一站式”

宣传服务， 让社区居民能够认识体育

彩票， 切身感受体育彩票社会责任担

当。同时参与全民健身，为运动喝彩，为

公益添彩。

信息时报记者 胡昌伟

通讯员 梁佩玲 摄影报道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胡昌伟）

男篮世

界杯来了！为了迎合本次篮球世界杯，广

东体彩将在整个比赛期间开展为期16天

的“篮球世界杯有奖竞猜”活动，让球迷

和体育迷接触体彩、了解竞彩篮球，以另

一种方式参与世界篮球盛事。 本次活动

将每天送出一台华为P30手机， 连送16

天，还将送出超过10万的彩票电子券，各

位球迷和彩民朋友可不要错过。

男篮世界杯竞猜开启

盛夏渐消， 金秋将至，2019国际篮

联篮球世界杯正式驾临中国。 本届大

赛将于2019年8月31日至9月15日，在北

京、上海、广州、南京、武汉、深圳、佛山

和东莞8个城市举行。 中国作为本次比

赛的东道主，既能向世界展示各城市的

独特风采，也能让广大球迷有机会在现

场欣赏顶级篮球赛事。 而身为广东球

迷和彩民则更是幸福的，因为半数的世

界杯举办场地就在广东，同时有接近半

数的世界杯比赛将在广东球迷身边举

办。 无论是竞彩六大类游戏的的竞猜，

还是顶呱刮男篮世界杯主题票，都可以

让广东彩民在这段时间过足瘾。

模拟竞猜可赢取豪礼

借助男篮世界杯的契机，广东体彩

同步开展为期16天的“篮球世界杯有奖

竞猜” 活动，8月31日～9月15日

（共

16

天）

， 省内球迷、 彩民下载“广东竞猜

APP”， 注册登录即可参与。 在活动期

间，参与者每日需对指定的一场比赛进

行竞猜；每日猜中结果的用户即可在次

日参与抽奖； 抽奖时间为次日14点，抽

奖结果将于次日15点前公布，中奖者将

由系统抽出，结果保证公平公正；获得

华为P30手机的用户将于活动结束后

一周内由体彩客服工作人员通知领奖

方式； 获得电子彩票代金券的用户，将

由系统自动派发，用户可以在APP个人

中心“我的电子券”进行查看。

此次活动设3个奖级，一等奖：华为

P30手机6G+128G

（每天

1

台）

；二等奖：

200元电子彩票代金券

（每天

10

名）

；三等

奖：20元电子彩票代金券

（每天

300

名）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胡昌伟）

大乐

透头奖持续井喷！ 继8月26日单期爆出

19注千万头奖之后，8月28日开奖的体

彩大乐透第19100期， 全国再度开出了

多达13注千万元头奖， 其中有8注是

1800万元追加头奖。广东彩民也持续迎

来好运，茂名一彩民凭借一张6元2注号

码追加投注票，捧得奖金1800万。目前，

大乐透奖池仍滚存30.13亿元， 本周六

晚开奖的19101期不要错过。

13头奖8注1800万

大乐透第19100期前区号码“05、

08、12、19、21”，后区号码“06、11”。当期

是新规则上市后的第82期开奖，以2.85

亿元的全国发行量，为社会筹集彩票公

益金1.02亿元。

全国共开出13注头奖。其中，8注为

追加投注一等奖， 单注奖金1800万元

（含

800

万元追加奖金）

，5注为基本投注

一等奖，单注奖金1000万元。8注追加投

注头奖分落湖南

（

2

注）

、广东、浙江、福

建、江西、贵州和陕西，5注基本头奖分

落福建

（

2

注）

、上海、江苏和江西。

茂名单式中追加

数据显示，广东中出的1800万元追

加投注头奖出自茂名，中奖彩票是一张

6元2注号码单式追加投注票。

湖南中出的2注1800万元追加投注

头奖出自常德同一站点，中奖彩票为一

张18元3注单式2倍追加投注票，单票奖

金3600万元。

福建中出的1注1800万元追加投注

头奖出自福州，中奖彩票为一张1134元

“9+3”复式追加投注票，单票擒奖1843

万多元； 该省另外2注1000万元基本投

注头奖，则分别落在福州、泉州两地，前

者是一张504元“10+2”复式票，单票擒

奖1009万元；后者是一张336元“8+3”

复式票，单票擒奖1025万元。

江西中出的1注1800万元追加头奖

出自南昌，是一张54元“6+3”复式追加

投注票，单票奖金1836万元。该省另外1

注1000万元基本投注头奖， 则落在赣

州，是一张12元“6+2”复式票，单票奖

金1001万元。

奖池滚存仍30亿

同期二等奖中出228注， 单注奖金

9.72万元。 其中81注为追加投注，每注

多得奖金7.77万元。 追加后，二等奖单

注总奖金为17.50万元。 广东彩民中出

了多达27注二等奖，其中东莞市同一站

点，有2张中奖彩票，分别中出3注基本

投注二等奖、3注追加投注二等奖，2张

中奖票出票时间先后只相差7秒钟，6注

二等奖有可能是同一人所中。

奖池方面， 由于最近2期总计送出

了32注千万级头奖， 第19100期开奖结

束后，奖池金已跌落到30.13亿元，提醒

广大彩民朋友不要错过本周六晚开奖

的第19101期。

猜男篮世界杯天天赢好礼

粤体彩16台手机等你拿

参与方式

第一步：

扫下面的二维码， 下载

“广东竞猜”APP。

第二步：

进入活动页面，完成注册

后，登录即可参与。

公益体彩进社区第五站

顺德市民喜收夏日福利

大乐透再喷13千万头奖

广东幸运儿6元擒1800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