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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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彩服务热线

95086

广东体彩

平台征召

广东体彩

官微

（第

19254

期

9

月

18

日开奖）

321756047.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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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1 � 8 � 6 � 6

（第

19254

期

9

月

18

开奖）

12549023.8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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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 8

中奖情况

（第

19109

期

9

月

18

日开奖）

后区号码前区号码

开奖号码

超级大乐透

25�20�02�07�08�11�12

2807779066.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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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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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89

35

436

806

16032

26871

36787

746711

7626669

单注奖金（元）

10000000

8000000

449539

359631

10000

3000

300

200

100

15

5

应派奖金合计（元）

10000000

8000000

40008971

12587085

4360000

2418000

4809600

5374200

3678700

11200665

38133345

140570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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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奖信息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胡昌伟 通

讯员 群锋 ）

中国体育彩票全国象

棋“民间棋王”争霸赛韶关赛区选

拔赛，于 9 月 13 日至 15 日在乐昌

举行。 来自全韶关各行各业的 20

多名民间象棋高手齐聚一堂对弈，

最终，曲江“棋王”植明光力拔头

筹，将代表韶关市参加广东赛区决

赛。

民间高手彩站对弈

9 月 13 日上午 8:30，韶关赛区

选 拔 赛 在 乐 昌 市 紫 荆 花 园

4406006094 号体彩实体店开战。各

路棋手分坐棋台两边，个个全神贯

注，专心地排兵布阵。 棋盘之上，兵

来卒往，炮飞马跳，杀得不亦乐乎。

9 月 15 日，一共 7 轮的比赛进

行至最后一轮，曲江选手植明光和

乐昌选手张潮贵的对弈成为赛场

的焦点。 十几位棋友围在棋盘边上

观战。 此时双方战局态势焦灼，势

均力敌。 众多棋迷看到这种激烈的

局面忍不住想上去“指点”一番，话

到嘴边还是咽下了。

最终有着 20 多年棋龄的曲江

“棋王” 植明光凭借老道的经验力

克乐昌选手张潮贵，获得代表韶关

征战广东赛区决赛的资格。 棋局结

束瞬间， 围观的棋友炸开了锅似

的，相互探讨整台棋的“脉络”，久

久不舍离开。

体彩助推象棋文化

本次中国体育彩票“民间棋

王”争霸赛，由国家体彩中心组织

举办。 中国体育彩票积极助力全国

象棋业余棋王争霸赛，主要目的就

是为了深入推动全民健身活动、弘

扬中华民族悠久的象棋文化、为普

通棋迷打造充分展示技艺的赛事

平台，让公益与运动共振、趣味与

激情兼具，让普通棋迷也能体验棋

王的王者荣耀。

本届赛事将赛场地安排在各

体彩实体店，打破了以往在紧张严

肃的专业赛场举办的惯例，让比赛

进入氛围轻松的体彩实体店，回归

民间贴近群众，方便往来的购彩者

和市民群众观赛，共同体验象棋运

动魅力。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胡昌伟 通讯员

云浮体彩）

近日，“广东公益体彩进社

区”云浮第三站活动，在罗定市文化广

场举行。 现场搭起了“公益体彩”宣传长

廊，趣味活动轮番上演，市民群众玩得

不亦乐乎，同时还能购彩做公益，体验

即开票顶呱刮的乐趣。

本次活动由上午的 8 点 30 分一直

进行到下午 4 点，“公益体彩”宣传长廊

上气氛火热，现场欢笑声不断，通过知

识宣传、互动游戏、有奖问答等多种活

动形式，让周边市民朋友对体育彩票有

更深入的认识，切身感受到体育彩票的

社会责任担当，更好地了解到体育彩票

的公益公信。

云浮市体质监测与运动建设指导

站来到现场，为周边市民免费提供体质

监测服务并指导市民健康的运动方法。

现场的李阿姨对工作人员竖起大拇指

表示“活动真的非常赞，这次来到罗定

文化广场举行，真是给附近的居民带来

福利。 ”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胡昌伟 通讯员

谢明明 ）

9月19日～21日，2019广东体育

博览会

（下简称 “体博会 ”）

将在广州琶

洲保利世贸博览馆隆重举行，广东省体

育彩票中心将连续第16次参展。 适逢体

育彩票发行25周年，今年的广东体彩体

博会展厅，将向大众展现广东体彩的发

展历程及公益之路，同时现场设有免费

体质监测服务，展会观众参与游戏还可

以赢取顶呱刮即开票。

近距离了解粤体彩发展

据了解，广东体彩的展厅位于保利

世贸博览馆3号馆T06展位，展台以白色

作为底色，并结合体育彩票、赛事活动

等元素，充满活力，在众多展位中显得

十分抢眼。 广东体彩的展区面积近200

平方米，分为体彩展示区、体质监测区、

游戏互动区三个区域。

在体彩展示区，少不了广东体彩的

成果展示。 25年以来，广东一直是体育

彩票生根发芽的前沿阵地，随着发行规

模的逐年扩大，广东体彩也不断刷新着

记录，全省体育彩票年销量和公益金筹

集量实现了从1994年的700多万元和100

多万元， 到2018年的247.19亿元和58.81

亿元的几何级数式快速增长。 如今，广

东全省共有体彩网点超过1.3万个，截至

2019年8月， 广东累计销售体育彩票

1752.67亿元，筹集公益金453.42亿元，大

力支持了国家公益、体育事业发展以及

民生建设。

这一切的成就，都是由一张张彩票

聚沙成塔而来的。 展会期间，市民朋友

可以在这里， 近距离了解体彩发展历

程，认识体彩公益、健康的品牌形象，感

受全省购彩者为社会公益事业、体育事

业发展以及民生建设所做出的重要贡

献。

现场玩游戏购彩献爱心

如往年一样，广东体彩展厅将设置

游戏专区，市民可以参与游戏，免费赢

得体彩顶呱刮即开票。 此外，广东体彩

展厅特设现场投注站，方便市民在现场

购买体育彩票。 无论是各类电脑体育彩

票，还是即开票顶呱刮，都可以在现场

买到。 而买彩票其实就是做公益做善

事，为筹集体彩公益金出力。 此次体博

会，广东体彩不仅能满足市民在展会上

乘兴购彩的需求，还能让市民在休闲娱

乐的同时献上一份爱心。

监测体质定制运动处方

广东体彩还联合广东省体育科学

研究所，将为展会观众提供免费的体质

测定。 现场将配备体质成分、骨密度仪

等高端检测设备，由科学健身指导服务

人员等专业人士针对十余项体质监测

项目， 为群众进行现场体质测试评价、

健身知识讲解及运动健身指导，帮助市

民了解自身的体质状况并掌握科学健

身锻炼知识，获得有针对性的、细致有

效的运动处方。

连续16年参展体博会

广东体彩展馆今起有约

如何领取门票

(1)关注微信公众号【广东体育

博览会】,点击会话框下方栏目【我要

参加】登记；

(2) 进入广东省体博会官网，点

击首页【报名参观】进行登记；

(3)到广州市海珠区体育彩票实

体投注站领取门票+参观指南；

(4)通过团体联系广东体育博览

会组委会。

公益体彩进云浮社区

罗定文化广场送福利

象棋争霸赛激战正酣

韶关“民间棋王”出炉

往 年 体

博会上的体

彩展馆。

（资料图片）

体彩投注站成了象棋赛场。

韶关体彩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