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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区号码前区号码

开奖号码

超级大乐透

15�23�06�20�27�08�10

2773019554.68元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时间截止日为２０19年11月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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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0

91

23

210

771

15408

23206

34832

685909

7159555

单注奖金（元）

10000000

523219

418575

10000

3000

300

200

100

15

5

应派奖金合计（元）

40000000

0

47612929

9627225

2100000

2313000

4622400

4641200

3483200

10288635

35797775

160486364

排列3

4 � 3 � 2

（第

19259

期

9

月

23

日开奖）

排列5

4 � 3 � 2 � 2 � 7

（第

19259

期

9

月

23

日开奖）

体彩闲情

2019.9.24��星期二

INFORMATION TIMES

A20

责编：谢燕珊 美编：何建玲 校对：黄虹

开奖信息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胡昌伟 通讯

员 李硅光 ）

日前， 历时一个半月的

2019 中国体育彩票·第三届深圳高校

校友会足球赛， 在深圳湾体育中心迎

来收官之战， 浙江大学校友队通过点

球大战赢得桂冠。 此次赛事共筹集爱

心助力金 1 万余元， 将用于资助山区

学子。

点球大战争夺冠军

经过小组赛和淘汰赛层层考验，

晋级四强的球队都在收官日展示出了

绝对实力，两场比赛双双打平，进入扣

人心弦的点球大战。

首先进行的季军战中， 哈尔滨工

业大学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各进两球

打平， 最终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在紧张

刺激的点球大战中以 3:2 险胜。 随后，

最受瞩目的冠军争夺战打响， 对阵双

方是夺冠热门华南师范大学与新军浙

江大学之间展开。比赛过程扣人心弦，

但常规时间内还是 1:1 握手言和，冠

军争夺进入点球环节。最终，浙大校友

队 5 比 2 险胜复仇，捧得桂冠。

爱心助力山区学子

本次赛事获得了深圳市体育彩票

中心的大力支持，闭幕式上，主办方举

行了特别的捐赠仪式。 主办方向深圳

体育彩票中心捐赠了 70 个足球，通过

闲置体育用品爱心回收活动帮助山区

学子实现体育梦。另外，此次赛事还筹

集了 11841 元爱心助力金， 也将全部

用于购买体育用品资助山区学子。

据了解，近年来，不仅众多业余足

球赛事得到了深圳体彩的大力支持，

体彩公益金还连续十年支持深圳市青

少年校园足球联赛，为深圳市各年龄段梯

队培养了大批优秀球员， 助力各级青

少年梯队在全国比赛中屡获佳绩。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胡昌伟

通讯员 江门体彩）

随缘买彩撞

好运， 16 元买中了 80 万排列 5

大奖。 近日， 一位幸运彩民现身

江门市体彩中心， 兑领排列 5 第

19214 期大奖 80 万元， 中奖者表

示， 他并不是天天买彩票， 没想

这次单注号码投 8 倍撞上了大

奖。

单注倍投中 80万

排列 5 第 19214 期开奖号码

为“92110”， 江门市蓬江区仓后

农林横路 103 号 4409030567 网

点传出喜讯， 该站点一彩民凭借

一张单注号码 8 倍投注的彩票，

命中了 8 注 10 万元一等奖， 总

奖金 80 万元。

近日， 中奖者冯先生来到江

门市体彩中心领奖。 冯先生表示

自己是体彩的熟客， 体验过体彩

各种数字游戏的投注， 其中最喜

欢的就是排列 5 玩法， 因为排列

5 玩法奖金高， 中奖难度适中。

感觉号码念着顺

办理兑奖手续时， 冯先生笑

着说： “我不是天天投注， 就是

有时碰巧经过或者想起来才会投

注。 我比较喜欢自己选号投注。

当时大致看了下走势图， 脑海中

便浮现出‘92110’ 这组号码 ，

感觉念起来非常顺， 便用了这组

号码。”

至于奖金用途， 冯先生表

示， 这次中得大奖， 太激动了，

所以也没来得及想， 领完奖金，

先存在银行， 怎么用以后再想。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胡昌伟 通讯员

谢明明 ）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彰显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和新中国成

立以来取得的成果，广东体彩答题有奖

活动再度来袭。 即日起，通过线上答题

的形式，参与者可以了解到新中国的历

史、新中国的成就和新时代赋予的新使

命，还可以赢取大乐透代金券，有兴趣

的朋友不妨一试。

有奖答题弘扬正能量

据悉，今年“七一”前后，广东体彩

曾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答题有奖

活动。 该项活动共覆盖人群 132 万，吸

引了 99582 人次参与答题，许多参与者

不仅赢得了数额不等的大乐透代金券，

还有两名“锦鲤”赢得了华为 P30 手机。

在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到来之际，

广东体彩开展再次答题有奖活动，宣传

新中国的历史、新中国的成就和新时代

赋予的新使命，高举主旋律，弘扬正能

量， 积极引导参与者更加热爱祖国、热

爱党。

答对三题可抽代金券

据了解，本次活动共设“答题有奖”

和“幸运抽奖”两个环节。9 月 23 日至 9

月 28 日，每天 9:00-23:00，广东地区用

户扫描活动二维码或前往“广东体彩”

官微活动栏目，进入活动专题页面，即

可参与“答题有奖”环节。 根据活动页

面提供的答题解析，答对 3 道题目的用

户，即可参与抽奖并有机会获得大乐透

代金券。 其中，每个账号每天限参与一

次，可连续参与六天，获得六次抽取代

金券的机会。

10 月 9 日，活动“幸运抽奖”环节

将抽取两名幸运参与者，两人分别可获

电视一台。

代金券连续派发六天

在奖品设置方面，“答题有奖”环

节，大乐透代金券将连续派发 6 天。 答

对 3 道题的参与者，有机会随机抽到金

额分别为 6 元、10 元、15 元的大乐透代

金券，得奖者凭相关二维码，就可以在

省内实体投注站兑换成真实的大乐透

彩票。“幸运抽奖”环节奖品设置小米全

面屏电视

（

E65A

型）

2 台。

此次奖品不可兑付现金，其中大乐

透代金券，应在 10 月 15 日前在广东省

内体彩实体网点中兑换。

携手搭公益爱心桥梁

体育彩票不仅为广大人民群众提

供了生活娱乐方式，也是支持公益事业

的公益渠道，例如您所购买的每注大乐

透， 将有 36%的资金用于公益事业，体

育彩票公益金广泛应用于公共体育设

施建设、全民健身活动、社会保障、教育

助学、扶贫、残疾人救助、赈灾救灾等多

个方面，助力更多人实现梦想。

每注善举，温暖如光。 广东体彩期

待与广大市民群众携手搭建公益爱心

的桥梁，为祖国的繁荣昌盛添砖加瓦。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粤体彩有奖答题等你参与

江门又爆排列5大奖

彩民16元倍投斩80万

高校校友会足球赛收官

体彩携手助力山区学子

校 友 足

球赛还筹集

了爱心款和

体育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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