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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奖情况

（第

19105

期

9

月

9

日开奖）

后区号码前区号码

开奖号码

超级大乐透

09�04�17�14�01�01�06

2849032904.09元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时间截止日为２０19年11月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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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0

151

34

314

770

23112

22464

49431

774838

7358903

单注奖金（元）

10000000

286226

228980

10000

3000

300

200

100

15

5

应派奖金合计（元）

20000000

0

43220126

7785320

3140000

2310000

6933600

4492800

4943100

11622570

36794515

141242031

排列3

5 � 9 � 5

（第

19245

期

9

月

9

日开奖）

排列5

5 � 9 � 5 � 8 � 5

（第

19245

期

9

月

9

日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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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胡昌伟 通讯

员 李琪）

近日， 中得大乐透第19102

期基本头奖的白云区幸运儿，现身广

州市体彩中心兑奖，俞先生凭借一张

252元“9+2”复式票，共计中奖1007万

多元。

9月2日，大乐透第19102期开奖，

也是新规则上市后的第84期开奖。当

期前区开出号码“05、10、15、19、31”，

后区开出号码“03、06”。 全国惟一的1

注1000万元头奖落入广东，由广州白

云区太和北路127号的23383体彩网

点一幸运儿，以“9+2”复式票命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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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幸运儿俞先生来到广州市

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兑取大奖。 他表

示，自己买彩很随性，都是想起来才

买没想起来拉倒，这个头奖是笔意外

之财，号码都是自己买的时候随便看

哪个顺眼写哪个的，没有什么心得可

言。 另外俞先生还透露，自己仍在上

班且打算继续上班，因此来领奖也是

趁着出外勤过来领的，也没跟记者说

太多便匆匆离开。

据统计，自大乐透新规上市和特

别规定实施以来，广州已经中得12个

500万以上大奖， 其中： 有8个超过

1000万，以19054期的单票3倍追加头

奖5400万最为耀眼；此外还三度制造

超值二等奖， 分别为19034期的单票

10倍追加二等奖共797万、19042期的

单票5倍追加二等奖共500万和19095

期单票10倍追加二等奖共691万。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胡昌伟 通讯

员 许健）

2 注号码坚守 10 载， 茂名幸

运儿创造当地单注奖金纪录。 近日，大

乐透第 19100 期 1800 万元追加头奖得

主孙先生现身领奖。 他说，中奖彩票上

的 2 注单式号码， 自 2009 年起一直以

追加投注的方式守号至今。 长期的坚

守终于等来了超级幸运， 孙先生中得

的 1800 万奖金，也创造了茂名彩市单

注奖金纪录。

每期买 6元雷打不动

8 月 28 日晚， 级大乐透第 19100

期开奖， 当期全国中出 13 注头奖，其

中 8 注是追加头奖， 广东中出 1 注

1800 万追加头奖， 落在茂名市油城四

路新湖四街 81 号的 4410030338 体彩

投注站。 经过近十天的等待，人到中年

的孙先生携同妻子一起， 开心地来到

茂名市体彩中心，兑领了 1800 万大奖。

孙先生是体彩一位铁杆购彩者，

2007 年第一次买大乐透就中了 1 注四

等奖， 激起了他对这种玩法的极大兴

趣， 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期期不落购

买。 为提高中奖率，他会每日上一些彩

票网站查看走势， 做足功课， 认真钻

研。 但遗憾的是，两年过去了，投入和

产出并不成比例。 他每期绞尽脑汁，辛

苦研究走势进行投注的大乐透号码中

奖不多，更别说是三等以上的大奖了。

于是，从 2009 年起，孙先生开始改变大

乐透投注策略，根据一些幸运数字，组

合成两注单式号码， 并且坚决进行追

加，每期投入 6 元，雷打不动。

坚守 10年时来运转

孙先生的执着终于得到了回报。

今年 8 月 27 日下午，孙先生顺路来到

了家附近的 4410030338 体彩投注站，

将这 2 注已坚守 10 年的号码购买了

最新一期的大乐透。 第二天晚上，大乐

透第 19100 期开奖， 孙先生像往常一

样，上网查看开奖公告，让他惊叹不已

的是，这 2 注坚守 10 年的号码均得到

了幸运女神的垂青， 第二注由于后区

全部选对，收获 5 元奖金，而第一注，

与 7 个开奖号码全对上， 意味着他将

获得千万元以上的一等奖。

孙先生实在不敢相信自己的眼

睛， 把那注号码与开奖号核了一遍又

一遍，简直像做梦一样。 而此时，他发

现他的手机朋友圈早已炸开了锅，“茂

名喜中体彩大乐透 1800 万大奖” 的喜

讯消息刷屏了， 而出奖的地点正是他

这张彩票的购彩位置。 孙先生终于知

道当期大乐透追加头奖竟然高达 1800

万元， 而且自己就是那个最幸运的中

奖者。 他把喜讯告诉了妻子，刚开始妻

子还以为他是痴人做梦， 后来具体了

解了大乐透玩法规则， 并认真查看过

彩票后，惊得口张开半天也合不拢，两

人兴奋得一夜无眠。

全“包装”留领奖照

在茂名市体彩中心兑奖处， 面对

1800 万的奖金额， 孙先生在领奖签字

时手都在微微颤抖。 随后，茂名市文广

旅体局党组成员吴帝光为孙先生颁发

了特制的中奖“支票”。 并且，在完全征

得孙先生的同意后， 还给他照了领奖

相。 为保护中奖者隐私，茂名体彩预先

为他准备了红色的太阳帽， 蓝白色的

外套和一个黑色酋长战术面具， 眼耳

口鼻脸严严密密， 全身上下均被“包

装”。

临别时，孙先生夫妇兴奋的表示，

有了这笔丰厚奖金，信心更足了，今后

将更一如既往的支持体彩， 看准的号

码一定会坚持原来的想法投注，当然，

也会考虑购买其它体彩玩法， 如排列

5、 排列 3、7 星彩等， 大力支持体育彩

票， 为社会民生和国家公益事业做出

自己应有的贡献。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胡昌伟 通讯

员 云浮体彩）

9 月 6 日上午， 云浮体

彩与云浮供销社签订了渠道建设战略

合作协议。 云城区腰古镇供销社作为

此次合作的首个供销社渠道体育彩票

销售示范网点， 揭牌开业当天实现了

体育彩票的销售。

据悉，双方将开展渠道建设合作，

在符合各自单位规定的前提下， 实现

彼此的销售、推广平台的业务对接，为

对方提供多平台的销售途径， 深化促

进业务合作。 9 月 6 日上午，是云浮市

供销社腰古助农服务中心揭牌开业庆

典， 云浮体彩与云浮供销社的战略合

作协议也在现场签订。 云城区腰古镇

供销社， 作为此次合作的首个供销社

渠道体育彩票销售示范网点， 揭牌开

业当天实现了体育彩票的销售， 现场

市民就体会到购买体育彩票的乐趣。

据介绍， 云浮市供销社腰古助农

服务中心揭牌开业， 是云浮市供销社

响应国家号召， 落实省市乡村振兴战

略部署， 建设助农惠农综合服务平台

的具体行动。 云浮市助农服务体系，计

划到 2020 年底全市各县

（市、区）

分别

建设一个助农综合服务平台， 每个镇

建设一个助农服务中心， 全市合共建

设 5 个助农服务平台，55 个助农服务

中心。 而借助这个渠道，云浮体育彩票

将能够更快捷有效地拓展乡村市场。

2注号码整整守候10年

茂名男子中大乐透1800万

广州彩民

随手买彩中1007万

落实乡村振兴战略

云浮体彩牵手供销社

整整守候了

10

年的

2

注

中奖号码。 茂名体彩 供图

1800

万得主戴面具留下领奖照。

中奖彩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