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9109

期

9

月

17

日开奖）

中奖情况

60366463.02元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时间截止日为２０19年11月

18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七星彩

4 � 3 � 9 � 9 � 8 � 8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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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143

1861

23082

290552

315645

单奖奖金（元）

46299

1800

300

20

5

应派奖金合计

0

324093

257400

558300

461640

1452760

3054193

（第

19253

期

9

月

17

日开奖）

中奖情况

320717237.74元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时间截止日为２０19年11月

18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排列5

奖级

一等奖

合计

中奖注数

26

26

单注奖金（元）

100000

6 � 3 � 9 � 0 � 6

应派奖金合计

2600000

2600000

（第

19253

期

9

月

17

日开奖）

中奖情况

12734427.28元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时间截止日为２０19年11月

18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排列3

6 � 3 � 9

投注方式

直选

组选

3

组选

6

全国中奖注数

6394

0

17307

本地中奖注数

361

0

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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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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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奖信息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胡昌伟）

9月16

日，体彩大乐透第19108期开奖，全国开

出2注1000万元基本头奖， 分别落在福

建、云南。目前，大乐透奖池仍滚存28.10

亿元，今晚将迎来第19109期开奖。

两注头奖均未追加

大乐透第19108期前区开出号码

“24、27、28、31、34”，后区开出号码“04、

08”。 当期是新规则上市后的第90期开

奖，通过2.84亿元的全国发行量，为社会

筹集彩票公益金1.02亿元。

全国共开出2注基本一等奖， 单注

奖金1000万元，花落福建、云南。

数据显示，福建中出的1000万元出

自南平， 中奖彩票为一张12元投入的

“6+2”复式票，单票总奖金1001万元。云

南中出的1000万元出自昆明，中奖彩票

是一张“13+2”复式票，投注金额2574

元，单票总奖金1018万元。

广东六注超值二奖

同期二等奖开出55注， 每注奖金

为81.83万元； 其中23注采用追加投

注， 每注多得奖金65.47万元。 追加

后， 二等奖单注总奖金为 147.31万

元。

广东彩民当期中出6注超值二等

奖，广州

（

4

注 ）

、深圳、东莞三地彩民

分享大奖，其中2注是147万多元的追

加投注二等奖， 分别落在广州、深

圳。 而广州市同期中得的4注超值二

等奖，都是落在了不同的投注站。

奖池方面， 第19108期开奖结束

后，28.10亿元滚存至今晚开奖的第

19109期，提醒彩民朋友不要错过投注

机会。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胡昌伟 通讯员

李晓宇）

近日，“公益体彩进社区”活动

走进东莞市人民公园，此次活动一大亮

点，就是与当地“千人公益国民体质监

测”活动有机结合，科学健身、便民服

务、体彩公益携手走进社区，提升市民

的幸福感。

在此次“公益体彩进社区”现场，东

莞体彩联合东莞市体质测定与运动健

身指导站，开展了一期国民体质监测活

动。

据统计，当日参加体质监测的市民

达到 200 余人。其中大多数市民是首次

体验体质监测，通过仪器检测和专业人

员讲解， 大家明白了自己的身体状况，

得到了健康指导和“运动处方”，知道今

后该如何科学健身。

本次公益体彩进社区活动，还向广

大市民宣传了公益金使用方向、体彩公

益金筹集与分配、体彩社会贡献等方面

的资讯。让市民群众了解到体彩公益金

广泛用于补充社会保障基金、 医疗救

助、扶贫等社会公益事业，切身感受体

育彩票的社会责任担当，公益体彩就在

身边。

据了解，在东莞，体彩公益金为东

莞的体育事业、全民健身做出了重要贡

献，对篮球音乐嘉年华和东莞市民运动

会等群众体育活动给予了大力支持。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胡昌伟 通讯

员 李晓宇）

近日，大乐透 19099 期东

莞 1000 万元头奖得主现身领奖，这

位来自安徽的 90 后帅哥， 凭借一张

10 元单式票撞上好运。 而中出该注

大奖的长安 4417017618 体彩网点，

也获得了东莞体彩的奖励。

90后徽籍小伙撞大运

8 月 26 日晚， 体彩大乐透第

19099 期开奖，广东中出 1 注 1800 万

元追加头奖， 和 1 注 1000 万元基本

头奖，1000 万元头奖出自东莞长安

4417017618 体彩网点。

现身东莞体彩领奖的中奖者，是

一位来自安徽的 90 后帅哥小江 (

化

名

)，他说自己在东莞工作好几年了，

说起买彩经历，还要从 2018 年 10 月

的一个晚上说起。 那天晚饭后，小江

出来散步，发现楼下有一家体育彩票

店， 门口悬挂着大大的奖池公告牌，

不禁被吸引走进去看看，并从此与体

育彩票结下了不解之缘。

这次中了 1000 万巨奖，小江说：

“我会把奖金的一部分来孝敬老人和

抚养孩子，然后继续照常工作、继续

守着这几注大乐透号码、 维续做公

益。 即使没有中到大奖，以往经常能

中几十元，我也一样的开心，体彩公

益金是用于支持社会公益事业和体

育事业的发展的，这很有意义。 ”

出奖投注站受到奖励

近日，东莞市体彩中心在中出该

注 1000 万大奖的体彩网点举办了庆

祝仪式， 并对体彩公益金进行了宣

传。 庆祝仪式简单而隆重，东莞市体

彩中心相关负责人为该网点颁发了

“1000 万元幸运投注站”牌匾，并奖

励站点业主 1 万元， 奖励销售员

2000 元，鼓励他们再接再厉，继续做

好责任彩票工作，为大家提供更好的

服务。

庆祝仪式现场，锣鼓喧天，醒狮

献瑞，现场还进行了赠票活动，吸引

了不少市民前来围观。活动让他们了

解体育彩票，并加入到购买体育彩票

为社会做公益的行列中来。

90后10元击中1000万

东莞大乐透出奖站点受表彰

携手国民体质监测

公益体彩

走进东莞公园

大乐透第19108期再爆2注1000万头奖

28亿奖池今晚莫错过

东莞长安大乐透出奖站点接受奖励。 东莞体彩 供图

公益体彩携手国民体质监测走进公

园。 东莞体彩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