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9106

期

9

月

10

日开奖）

中奖情况

56117538.89元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时间截止日为２０19年11月

11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七星彩

8 � 7 � 3 � 4 � 3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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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78

1570

20272

265026

286962

单奖奖金（元）

21847

1800

300

20

5

应派奖金合计

0

349552

140400

471000

405440

1325130

2691522

（第

19246

期

9

月

10

日开奖）

中奖情况

326495694.10元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时间截止日为２０19年11月

11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排列5

奖级

一等奖

合计

中奖注数

61

61

单注奖金（元）

100000

4 � 2 � 7 � 5 � 0

应派奖金合计

6100000

6100000

（第

19246

期

9

月

10

日开奖）

中奖情况

12142787.36元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时间截止日为２０19年11月

11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排列3

4 � 2 � 7

投注方式

直选

组选

3

组选

6

全国中奖注数

6687

0

20658

本地中奖注数

258

0

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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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体彩

平台征召

广东体彩

官微

（第

19119

期

9

月

10

日开奖）

足球胜负彩、任选9场

中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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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9131

期

9

月

10

日开奖）

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负

中奖情况

0+1+1+0+1+0+0+0+1+1+0+0

（第

19136

期

9

月

10

日开奖）

足球4场进球

中奖情况

1+1+1+2+0+2+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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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琪）

好运来了挡都挡不住！ 广州

番禺一经常中足彩的高人， 心血来潮

买一张大乐透，结果一串“等差”数字

居然撞上了 1800 万追加头奖，复式投

注之下，54 元斩获总奖金 1843 万。

复式追加斩获 1943万

9 月 4 日晚，体彩大乐透第 19103

期前区开出号码“05、12、22、27、32”，

后区开出号码“04、07”。全国开出 9 注

一等奖， 其中 3 注因实施追加而多得

800 万元， 因此追加一等奖每注可获

1800 万元。 广东中出的 1800 万元追

加投注头奖出自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雅

居乐商业街的 4401001458 体彩网点。

由于广州这位幸运儿采用了“6+3”的

复式投注方式， 因此还收获了 2 注追

加二等奖、5 注四等奖和 10 注五等

奖，总奖金 1843 万多元。

高人前天领过足彩奖

昨日， 番禺区这位幸运儿章先生

（化姓）

和妻子一起，现身广州市体彩

中心兑奖。在办理领奖手续期间，章先

生透露，自己是体育彩票的老主顾，平

常喜欢玩足彩， 也经常中 14 场胜负

彩：“我经常中奖的，你们这里

（指体彩

中心）

我都来过很多次。 我买得不多，

每次百十块钱吧， 昨天我老婆才来过

帮我兑了个足彩，今天这个金额大，我

才陪她一起来。 ”

大乐透才买的第二次

章先生说，这次中的大乐透，他是

第二次买：“平时心思都放足球上，偶

然有点时间，反正也是闲着，就买点大

乐透。”他还兴致勃勃地介绍起自己是

怎么选号来：“我的幸运数字是‘5’和

‘9’， 平时就比较喜欢这两个数字，看

了下最近这几期开奖‘05’和‘27’出现

得多， 我就先写了个‘05’， 然后写

‘27’，再从‘27’加‘5’，得出‘32’；前面

呢，从‘27’开始减‘5’，就是‘22’,再减

‘5’是‘17’，接着是‘12’，再递减就是

‘07’了，不过我已经写了‘05’了，就把

‘07’挪到后区。后区也是个等差数列，

‘04，07，10’。 至于为什么当时我设的

差为‘3’，我现在也记不起来了，要是

我还是以‘5’为等差，大奖就轮不到我

了。 ”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胡昌伟）

9 月 9 日，体彩大乐透第 19105 期

开奖，全国开出 2 注 1000 万元基

本头奖，分落北京、河北。 目前该

玩法滚存奖金 28.49 亿元，今晚将

迎来第 19106 期开奖。

大乐透第 19105 期前区开出

号码“01、04、09、14、17”，后区开

出号码“01、06”。 当期是新规则上

市后的第 87 期开奖，通过 2.76 亿

元的全国发行量， 为社会筹集彩

票公益金 9964 万元。

当期全国共开出 2 注头奖，

单注奖金 1000 万元。 2 注头奖分

落北京、河北。

数据显示， 北京中出的 1 注

1000 万元基本投注头奖出自丰台

区，中奖彩票是一张“8+2”复式投

注票，投注金额 112 元，在中得 1

注一等奖之余，还中得 15 注四等

奖、30 注六等奖和 10 注八等奖，

单票擒奖 1005 万元。

河北中出的 1000 万元基本

投注头奖出自保定市， 中奖彩票

是一张 5 注号码单式票， 投注金

额 10 元，其中 1 注中得奖金 1000

万元。

同期二等奖中出 151 注，单

注奖金 28.62 万元。 其中 34 注为

追加投注，每注多得奖金 22.89 万

元。 追加后，二等奖单注总奖金为

51.52 万元。

奖池方面， 第 19105 期开奖

结束后，28.49 亿元滚存至今晚开

奖的第 19106 期， 提醒广东彩民

不要错过幸运。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胡昌伟 通讯员

关言）

为进一步提升开奖透明度， 体彩

开奖大厅进行了全新的升级改造， 开奖

节目也进行了全面改版， 节目名称更新

为“相约体彩”。 9月7日，焕然一新的体彩

开奖大厅， 迎来了一位重量级的开奖嘉

宾———2016年里约奥运会射击冠军张梦

雪。

倡导公益 向社会传递正能量

受国家体彩中心邀请， 张梦雪参与

了此次体彩开奖活动，作为全新“相约体

彩”节目的嘉宾，与她一起受邀前来的还

有黑龙江观摩团的朋友们。 现场参与体

育彩票的开奖活动，张梦雪可是头一次。

难得有这样的机会， 怎能不好好准备一

番，获得更好的开奖体验？ 当天上午，张

梦雪便早早找到了一家体彩实体店，购

买了几注超级大乐透。她表示，购买彩票

不仅是收获一份快乐， 体验开奖时刻的

紧张与兴奋， 更是为公益事业做出一点

贡献。张梦雪表示，在省队时就曾多次参

加由当地组织的公益活动， 身为一个体

育人，希望力所能及地向大众传递温暖，

让社会增加更多正能量。

透明开奖奥运明星谈体彩公信

作为本期开奖嘉宾， 张梦雪在开奖

直播节目的录制过程中按下了摇奖机启

动键， 随后开出了当晚体彩大乐透及排

列3、排列5的中奖号码。在奥运冠军张梦

雪的见证下，19104期体彩大乐透共开出

3注一等奖，分落内蒙古、安徽、四川。

在观摩了整个开奖流程之后， 张梦

雪表示：“之前并不了解体彩是如何开奖

的，对于开奖流程也存在一些疑问，比如

摇奖机是如何启动的？ 摇奖球是什么材

质的？是像乒乓球一样吗？……这次有幸

来到体育彩票开奖现场， 进来的第一感

觉就是震撼，新的摇奖场地真的很漂亮。

之后触摸到了退役摇奖球， 还亲手启动

了摇奖机， 真实体会到了体彩开奖的严

肃和严谨， 每一个流程都尽可能清晰地

展现在大家眼前。 ”

体彩摇奖大厅新妆迎客

奥运冠军见证阳光开奖

大乐透开出2注1000万

奖池28.49亿今晚再战

这个广州足彩高人有点牛

等差数玩中大乐透1843万

奥运冠军张梦雪见证体彩摇奖。

足彩高人竟然买中了大乐透

1843

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