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9269

期

10

月

10

日开奖）

中奖情况

13374611.16元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时间截止日为２０19年12月9

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排列3

8 � 5 � 4

投注方式

直选

组选

3

组选

6

全国中奖注数

9651

0

15924

本地中奖注数

304

0

803

单注奖金（元）

1040

346

173

体彩服务热线

95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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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69

期

10

月

10

日开奖）

中奖情况

347491503.80元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时间截止日为２０19年12月

9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排列5

奖级

一等奖

合计

中奖注数

66

66

单注奖金（元）

100000

8 � 5 � 4 � 0 � 3

应派奖金合计

6600000

6600000

体彩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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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奖信息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胡昌伟）

象棋，

民族的文化瑰宝，近年来，在体彩公益

金的有力支持和推动下，象棋运动得到

了更为广泛和深入普及和发展。 近日，

中国体育彩票全国象棋“民间棋王”争

霸赛中山赛区火热开赛，“中山棋王”获

得者苏钜明，将代表中山赛区出征省级

赛事。

比快棋气氛紧张刺激

来自中山各行各业的 64 名民间象

棋精英，“棋”聚一堂，通过电脑系统自

动组队，分为 32 组，采用单淘汰赛制，

每方限用时 10 分钟，公平参赛，独立思

考，文明竞争。

楚河汉界，将帅之争，在小小的棋

盘上，布兵摆阵，马走日、象走田、车走

直路炮翻天……棋手们聚精会神思索

着每步棋的布局、走法、进攻与退守及

如何赢得比赛，还要考虑到快棋赛的时

间限制，气氛十分紧张，参赛者们时而

冷静沉思，时而露出会心、若有所得的

笑容，展现了象棋的无穷魅力。 经过两

轮酣畅淋漓的对弈，市级比争霸赛“十

六强”诞生，中山市体彩中心代表及市

象棋协会领导为选手颁发成绩证书及

奖金。

彩站成赛场贴近市民

在本届比赛中，体育彩票将象棋赛

的比赛场地从以往紧张严肃的专业赛

场，挪到了氛围轻松的体彩实体店。 中

山市体彩中心在市区内择优选择了四

个客流量大的网点作为比赛场地，方

便往来的购彩者和百姓大众加入到全

民健身的队伍中来， 共同体验象棋运

动的魅力。

经过激烈的角逐，苏钜明最终强势

夺得中国体育彩票“民间棋王”争霸赛

中山赛区“棋王”。 苏先生是中山本地

人，无论快棋慢棋，都得心应手。他 6 岁

爱上象棋，看书自学，学棋路上，经常观

看国家大师比赛的棋谱， 不断钻研，参

加比赛实战，战绩优秀，多次获得各项

赛事个人赛冠军。 如今，自学成材的苏

先生培养少年小棋手不遗余力，已培养

出 2 名中山市少年冠军、1 名香港“小

棋王”。苏先生说：“参与比赛是一方面，

感觉自己有责任让更多人了解象棋文

化，能够参与到中国体育彩票举办的活

动中，我也感觉非常有意义。 ”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胡昌伟）

10 月

9 日，体彩大乐透第 19115 期开奖，全国

开出 6 注头奖，其中广州市白云区一彩

民凭借一张“10+4” 复式票中得 1 注

1000 万元基本头奖， 单票总奖金高达

1214 万多元。 目前， 大乐透奖池滚存

25.76 亿元， 提醒大家不要错过本周六

晚开奖的第 19116 期。

全国开出 6注 1000万

大乐透第 19115 期前区开出号码

“01、18、21、28、32”， 后区开出号码“05、

12”。 当期是新规则上市后的第 97 期开

奖，通过 2.86 亿元的全国发行量，为社

会筹集彩票公益金 1.03 亿元。

当期全国共开出 6 注基本一等奖，

单注奖金 1000 万元，分落 5 地，四川中

出 2 注，天津、河北、浙江、广东各中出 1

注。

稍显遗憾的是，由于未采用追加投

注，来自上述 5 地的 6 位购彩者，在单

注一等奖方面均少拿了 800 万元追加

奖金， 从而无缘单注 1800 万元追加封

顶一等奖。

穗白云彩民复式摘金

数据显示， 广东中出的 1000 万元

出自广州市白云区西槎路横

滘

清平工

业区的 4401030758 体彩实体店， 中奖

彩票是一张“10+4”复式票，单票总奖金

1214 万多元。

其他大奖方面， 四川中出的 2 注

1000 万元，分落内江、宜宾两市，内江的

中奖彩票是一张 12 元的“6+2”复式票，

单票总奖金达到 1001 万多元； 宜宾的

中奖彩票是一张 756 元的“9+3” 复式

票，单票总奖金达到 1108 万多元。

河北中出的 1000 万元出自衡水，

中奖彩票是一张 6 元 3 注单式票。 天津

中出的 1000 万元出自河西， 中奖彩票

是一张 252 元的“7+4”复式票，单票总

奖金 1205 万多元。

浙江中出的 1000 万元出自绍兴，

中奖彩票是一张投注金额 2772 元的胆

拖复式票，单票总奖金 1513 万多元。

奖池仍滚存 25.76亿

同期二等奖开出 105 注， 每注奖

金为 49.89 万元； 其中 22 注采用追加

投注， 每注多得奖金 39.91 万元。 追加

后， 二等奖单注总奖金为 89.81 万元。

三等奖中出 177 注， 单注奖金为 10000

元。

奖池方面， 第 19115 期开奖结束

后，25.76 亿元滚存至 10 月 12 日

（周

六 ）

开奖的第 19116 期，提醒广大彩民

朋友届时不要错过投注机会。

欢度国庆， 喜迎重阳，

10

月

5

日，

2019

年徐闻县重阳节“体彩杯”文体大

型展演活动， 在徐闻县文化广场举行。

本次活动获得了湛江市体育彩票公益

金的大力支持。

悠扬的旋律，优美的舞姿 ，来自徐

闻县老人体育协会、社会指导员协会等

单位、乡镇的人民群众共

50

支队伍参

与其中，

2000

多名演员大多数为中老

年人。 表演项目有广场舞、 黎族舞、形

体舞、太极、健身操、戏曲等。 热闹非凡

热情洋溢的场景，让往来的人民群众也

参与到全民健身的乐趣之中。

本次活动被冠名“体彩杯”，向群众

宣传体育彩票品牌和体育彩票的公益

性。 一直以来，体彩公益金对湛江各县

市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提供了源源不

断的支持 。 在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

年， 喜迎九九重阳节这个盛大的节日

里，总有体彩的关爱与陪伴，越来越多

的普通群众尤其是老年人的晚年生活

不再孤寂，他们积极健身、乐观生活，将

自己的生活打造得日益精彩， 老有所

养，老有所乐。

信息时报 记者 胡昌伟

通讯员 吴晓云 刘尹新 摄影报道

国庆节后首期大乐透头奖入粤

广州彩民复式票中1214万

体育彩票冠名支持

徐闻大型文体展演庆重阳

体彩杯“民间棋王”赛

中山赛区争霸精彩上演

体 彩 杯 民 间

棋王赛中山赛区

现场。

中山体彩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