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9103

期

9

月

3

日开奖）

中奖情况

45794779.99元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时间截止日为２０19年11月

4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七星彩

0 � 6 � 3 � 1 � 5 � 9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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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8

150

1893

23714

279053

304818

单奖奖金（元）

38111

1800

300

20

5

应派奖金合计

0

304888

270000

567900

474280

1395265

3012333

（第

19239

期

9

月

3

日开奖）

中奖情况

320448592.68元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时间截止日为２０19年11月

4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排列5

奖级

一等奖

合计

中奖注数

21

21

单注奖金（元）

100000

4 � 9 � 1 � 6 � 1

应派奖金合计

2100000

2100000

（第

19239

期

9

月

3

日开奖）

中奖情况

11973937.56元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时间截止日为２０19年11月

4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排列3

4 � 9 � 1

投注方式

直选

组选

3

组选

6

全国中奖注数

4534

0

17903

本地中奖注数

299

0

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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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2日，

体彩大乐透第19102期开奖，全国惟一的1

注1000万元头奖落入广东。 由广州一彩民

以“9+2”复式票命中，单票奖金1007万多

元。 目前大乐透奖池滚存29.71亿元，今晚

将迎来第19103期开奖。

大乐透第19102期前区开出号码“05、

10、15、19、31”，后区开出号码“03、06”。 当

期是新规则上市后的第84期开奖， 以2.94

亿元的全国发行量，为社会筹集彩票公益

金1.05亿元。 全国共开出1注一等奖，单注

奖金1000万元，落入广东。 数据显示，这注

头奖出自广州，中奖彩票是一张“9+2”组

合复式票，除中得1注一等奖外，还收获了

20注四等奖、60注六等奖等若干小奖，单

票中奖1007万元。

同期二等奖中出180注， 单注奖金

23.85万元。 其中65注为追加投注，每注多

得奖金19.08万元。 追加后，二等奖单注总

奖金为42.93万元。

奖池方面， 第19102期开奖结束后，

29.71亿元滚存至今晚开奖的第19103期，

提醒广大彩民不要错过好运。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胡昌伟 通

讯员 李琪）

8 月 31 日， 广州市白云

区永平街东平文化广场迎来了

“2019 白云公益体彩进社区” 活动，

还接连上演三场， 包括棋牌竞技专

场、跆拳道专场和综艺演出专场，合

力打造体彩嘉年华。

白云区棋牌竞技协会承办的棋

牌竞技专场， 象棋国际特级大师吕

钦一对十六“车轮战”掀起高潮，其

他还有 4 人组快棋对抗赛、1 对 4 接

力业余棋手互动

（走进残局破解残

局）

、趣味游戏

（摸石头过河）

等与观

众互动，此外，现场还有投影屏幕，

随机抓拍比赛中的多个棋局进行实

时专评点评。 当天，除了应众赛，吕

钦大师还给现场胜出的业余棋手颁

奖。

值得一提的是， 活动现场还设

有手机微信“摇一摇，赢活动好礼”

的摇奖活动，一等奖华为手机、二等

奖电吹风，三等奖盒装纸巾，四等奖

2 元面值的体彩大乐透彩票，每个参

与手机微信“摇一摇 赢大礼”的群众

都有机会赢得奖品。

棋牌竞技专场后， 跆拳道和综

艺演出的专场陆续上演， 除了跆拳

道表演外，花式篮球、竹板舞、啦啦

操、卡通群演、广场舞等节目，给观

众带来了欢快的体彩盛宴， 活动中

还穿插体彩知识抢答， 提升体育彩

票公益公信品牌形象， 宣传增强责

任彩票意识， 普及游戏玩法知识推

广， 拓展购彩人群， 市民们热情参

与。

据悉，一个多月来，白云体彩在

白云区陆续举办了 11 场活动，体彩

走进公园、企业、工厂、社区，让市民

切身感受体育彩票的社会担当，宣

传、树立体育彩票的公信正面形象。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胡昌伟 通讯员

关言）

9 月 1 日，由国家体彩中心、四川

体彩和重庆体彩相关负责人组成的公益

队伍“会师”四川宜宾，“穿越”地震灾区，

“深入”震中地带，共同开展“公益体彩·

大爱无疆” 中国体育彩票长宁地震捐赠

活动。 体彩方面此次向长宁灾区捐款

100 万元， 并向灾区小学捐赠了价值 10

万元的体育器材。

震后第

77

天

体彩爱心再送进长宁

6 月 17 日，宜宾长宁。 一个时间刻

度， 一场地理裂变， 一道刚刚结痂的伤

口，一段难以磨灭的印记。

13 人遇难，226 人受伤，126504 人受

灾，房屋倒塌 906 栋、严重损坏 13559 栋

……这不是一串冷冰冰的数字， 其背后

是不可逆转的生命，是俯拾皆是的痛苦，

是难以计数的财产损失。

灾难当前，体彩选择与宜宾共渡“至

暗时刻”。

9 月 1 日，“6·17”震后第 77 天，“公

益体彩·大爱无疆”中国体育彩票长宁地

震捐赠活动在长宁县会议中心如期举

行。国家体彩中心党委书记、副主任曾志

刚在捐赠仪式上表示，此次活动中，国家

体彩中心与四川体彩中心、 重庆体彩中

心一道， 向长宁县慈善总会捐款 100 万

元，尽体彩人所能，为长宁灾区的百姓送

上关爱和祝福， 帮助受灾群众尽快恢复

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与此同时，9 月 1 日

恰好是学生们返校上课的日子， 重庆体

彩中心还贴心地为受灾严重的梅硐小学

的孩子们送上了一份“开学礼物”———价

值 10 万元的体育器材，期望运动能让孩

子们尽快走出地震阴霾， 期望锻炼能让

灾区儿童也享有健康快乐的童年。

体彩力量

守护“震不垮的希望”

谈及此次“公益体彩·大爱无疆”活

动 100 万元捐款的使用方向， 长宁县重

建办石主任则表示，将按照《长宁县“6·

17”地震灾害救灾资金管理实施细则》要

求，遵循专款专用、统筹整合、统一安排

的原则， 将此次体彩的 100 万元捐款用

于灾后城乡住房、公共服务设施、基础设

施等领域的恢复重建上。

其实， 这场有体彩身影的抗震救灾

“家园保卫战”， 早在灾情发生的第一时

间，就吹响了奔赴前线的“集结号”———6

月 17 日，宜宾体彩分中心第一时间启动

应急预案，晚 23 时，宜宾体彩紧急调运

遮阳棚供群众避雨、 提供桶装水和食品

供灾民果腹；6 月 18 日， 越来越多的体

彩人加入到抗震救灾的队伍中来， 为灾

区提供搭帐篷、搬运物资、发放物资等服

务， 涌现出以任大海为代表的一批优秀

的体彩志愿者。除此之外，据四川体彩中

心主任陈万鹏介绍， 他们还组织体育彩

票员工自发为灾区募捐， 筹得的 2 万多

元员工捐款全部用于灾后重建工作。

灾难当前， 体彩的爱心举措是一股

暖流， 为新生的长宁补给养料、 驱散寒

冷，也是一副臂膀，为蹒跚的长宁遮挡一

片风雨，托起一方希望。

重生之地，希望发生。 9 月 1 日，当

体彩中心一行人深入双河镇探访时，发

现虽然在灾情严重的街道上， 仍遍布瓦

砾和断壁，但受灾的大部分区域中，居民

和商铺已慢慢恢复了正常的生产生活。

在体彩等爱心机构的帮助和支持下，这

座千年的古镇正在慢慢地恢复元气，虽

然步履称不上飞快，但足音却足够强劲、

有序。

抗震救灾

体彩“情常在水长流”

作为“来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国家

公益彩票， 体彩支援灾后重建工作渊源

已久， 抗震救灾的足迹更是遍布各地。

2008 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共有 20 亿元

公益金用于抗震救灾，其中 10 亿元用于

灾区受灾群众后续生活救助，另有 10 亿

元用于汶川地震倒损农户住房恢复重

建；自 2008 年 7 月 1 日起，即开型体育

彩票顶呱刮被赋予“赈灾”的使命，在两

年半的时间内， 顶呱刮中央集中部分公

益金

（即总销量的

10%

）

全部用于支援汶

川地震灾后重建， 最终为地震灾区筹集

资金多达 38.3 亿元；从 2009～2011 年，累

计有超过 106 亿元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

流向灾区，用于公共服务、防灾减灾、恢

复重建项目；2014 年，10 亿元中央专项

彩票公益金用于甘肃岷县漳县地震灾后

恢复重建，3 亿元则用于新疆于田地震

灾后恢复重建；2015 年， 云南鲁甸地震

灾后恢复重建得到了 10 亿元彩票公益

金的支持……除此之外， 还有不少体彩

人慷慨解囊，自发组织捐款活动，助灾民

走过坎坷、共克时艰：2010 年初，西南地

区遭遇特大旱灾， 体彩人捐款 200 万元

帮助云南、 贵州、 广西等地对抗旱灾；

2011 年，云南盈江遭受地震侵袭，云南

体彩第一时间捐款 100 万元，支援盈江。

多年来，每逢灾情发生，体彩始终秉

承义不容辞的责任， 心怀当仁不让的决

心，奋战在抗灾一线，为灾民送温暖，用

爱心谱真情，以实际行动践行着“建设负

责任、可信赖、健康持续发展的国家公益

彩票”的使命和担当。

公益体彩支援地震灾区

体彩此次向长宁灾区捐款100万元及价值10万元的体育器材

大乐透第19102期惟一头奖入粤

穗彩民复式中1007万

象棋国际特级大师助威

体彩进社区闪耀穗白云

体彩向长宁地震灾区捐款

100

万。

通讯员 关言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