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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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9279

期

10

月

20

日开奖）

本期兑奖时间截止日为２０19年12月

19日

（逾期作弃奖处理）

。

排列5

1 � 7 � 7 � 5 � 1

（第

19279

期

10

月

20

日开奖）

本期兑奖时间截止日为２０19年12月

19日

（逾期作弃奖处理）

。

排列3

1 � 7 � 7

（第

19120

期

10

月

20

日开奖）

中奖情况

28675417.63元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时间截止日为２０19年12月

19日

（逾期作弃奖处理）

。

七星彩

8 � 4 � 0 � 3 � 0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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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1

212

2548

27902

334120

364795

单奖奖金（元）

5000000

26352

1800

300

20

5

应派奖金合计

10000000

289872

381600

764400

558040

1670600

13664512

广东体彩官方微信

体彩服务热线

95086

广东体彩网点

征召平台

（第

19139

期

10

月

20

日开奖）

足球胜负彩、任选9场

中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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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9151

期

10

月

20

日开奖）

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负

中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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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9156

期

10

月

20

日开奖）

足球4场进球

中奖情况

0+0+1+0+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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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彩25周年老物件全国征集

邀您晒晒“体彩老物件”

信息时报讯（记者 胡昌伟 通讯员 谢

明明）

昨日下午，体育彩票“红色日记”征

文大赛颁奖典礼在广州图书馆负一层报

告厅隆重举行。 本次大赛由广东省文化

学会、中共广州市天河区委宣传部、广东

省体育彩票中心等联合主办， 大赛共收

到了1200多份作品，100名优秀参赛者脱

颖而出。 颁奖典礼现场，著名篮球明星易

建联，以及奥运冠军傅海峰、陈艾森、刘

虹等广东体彩三位形象大使专门为大赛

发来祝贺视频。

体育彩票冠名支持

在此次征文大赛颁奖仪式现场，广

东体育彩票中心主任赵建新表示：“红色

基因在新时代、新一代中传承发展，凝聚

成昂扬向上的精神力量， 这正是体育彩

票支持‘红色日记’征文大赛的初心。 作

为国家公益机构， 广东体彩非常荣幸携

手社会各界组织、举办本次活动，与社会

各界共同号召全社会追寻红色记忆、讲

好红色故事、传颂红色精神，传承红色精

神，争当红色传人！ ”

中共广州市天河区委常委、 宣传部

部长陈晓晖表示：“用红色日记唤起红色

记忆，在红色传承中汲取养分，坚信理想

信念的真谛， 领会中华儿女改天换地的

力量和底气， 是这次大赛收到的良好效

果。 尤为珍贵的是许许多多的中小学生

参加了比赛， 他们的参与让红色之火熊

熊不息。 ”

广东省文化学会会长周建平表示，时

代精神的呈现方式或许多元多样，但它的

精神内核是永恒不变的， 以奉献群众、艰

苦拼搏为代表的时代精神蔓延在我们的血

脉当中。 新一代的年轻人度过了漫长的和平

时期， 对这一代人的红色教育更应做到以真

动人、以情动人，让他们了解先辈光荣事

迹、学习先进时代精神。

年轻学子参赛踊跃

记者在现场获悉，阿廖沙、周晓瑾、张

积慧等3位获得特别贡献奖，沈涌、黄燕、

万骁扬等3人获得一等奖，苏伟钿等7人获

得二等奖，凤宇等21人获得三等奖，许敏

莹等69人获得优秀奖。82岁的作者陆凯民

获得荣誉奖。 越秀区培正小学、越秀区中

星小学、天河区华阳小学、汕尾市城区文

联、 广州市艺加教育有限公司等5个单位

获得组织奖。

据悉，在这次大赛的投稿中，学生的

投稿最多的，其中不乏北京大学、华南师

范大学附属中学等知名院校学生。 评委代

表说， 这些年轻参赛者们有感于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思想理论和伟大实践， 结合自己在

祖辈父辈中听到的红色故事和自己的亲

身高手， 写出了属于新一代人的红色记

忆。“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看到红色基因

在下一代接班人身上得以传承，并凝聚成

昂扬向上的巨大精神力量。 ”

大乐透爆出4注1800万

海南一站点

独中5415万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胡昌伟）

10月19日，体彩大乐透第19119期

开奖，全国开出4注1800万追加头

奖， 其中海南同一站点独中奖金

5415万。 目前， 大乐透奖池滚存

24.50亿元，今晚将迎来第19120期

开奖。

大乐透第19119期前区开出

号码“03、06、09、23、34”，后区开

出号码“02、11”。当期是新规则上

市后的第101期开奖，通过2.96亿

元的全国发行量， 为社会筹集彩

票公益金1.06亿元。 全国共开出4

注一等奖， 单注奖金为1800万元

（含

800

万元追加奖金）

，分落海南

（

3

注）

、浙江。

数据显示， 海南中出的3注

1800万元全部出自海口一体彩实

体店， 落于3张选号完全相同的

“8+2”复式追加票，单票投注168

元，单票各擒奖1805万元。 这3张

彩票的投注时间均为10月19日晚

上7点多，投注间隔时间在25分钟

之内， 总计5415万奖金或有可能

是同一人所中。 浙江中出的1800

万元出自嘉兴，中奖彩票为一张5

注15元投入的单式追加票。

同期二等奖开出83注， 每注

奖金为61.18万余元；其中25注采

用追加投注，每注多得奖金48.95

万余元。追加后，二等奖单注总奖

金为110.14万元。 广东彩民中得

11注超值二等奖， 其中有6注是

110.14万元的追加二等奖。 东莞

（

4

注）

、汕头

（

2

注）

、广州、深圳、惠

州、江门、韶关等7个地市彩民分

享了大奖。

奖池方面，第19119期开奖结

束后，24.50亿元滚存至今晚开奖

的第19120期，提醒广大彩民朋友

不要错过投注。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胡昌伟 通讯员

关言 ）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也是中国体育彩票全国统一发行

25 周年。为了让更多人了解体育彩票的

发展历程，推广和传播彩票文化，国家

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将于 10 月

18 日至 11 月 18 日，面向全国开展“体

彩 25 周年老物件征集和展示”活动。 如

果您年满 18 周岁， 保存有“体彩老物

件”，即可参与。

征集范围广多类藏品均可参加

据悉，本次活动在全国范围征集中

国体育彩票在全国统一发行 25 周年以

来，能够展现体育彩票发展历程、具有

关键或特殊历史意义的物品，以及体现

其为群众生活带来的乐趣、对社会公益

事业做出的贡献等物品。 具体包括以下

几类：与体彩实体店相关的各类物件和

宣传品； 具有历史意义的资料和物品；

全国发行的具有收藏价值的体育彩票；

具有历史价值的老照片；其他具有收藏

价值的物品。

参与很方便网上投稿邮寄皆可

本次活动的投稿方式分为邮寄和

网上投稿，参与者只需要选择其中一种

方式即可。 每个老物件提供至少三个方

向拍摄的清晰照片

（必须为本人所持藏

品的真实照片 ， 严禁 下 载 或 剽 窃 他

人 ）

， 并须附上相关简介、 本人情况

等。 参与者可登录中国体彩网、江苏

体彩网，在首页“体彩 25 周年老物件

征集活动” 中了解详细活动规则，下

载报名表，报名表填写后随信件或电子

邮件发送。

本次活动设置了丰厚的奖金：一等

奖 5 名，各奖励 2000 元现金；二等奖 10

名，各奖励 1000 元现金；三等奖 30 名，

各奖励 500 元现金。 各奖项不兼得。

“红色日记”征文赛收官

共收到参赛作品1200多份 体彩形象大使视频祝贺

特 别

贡献奖颁

奖。

广东体彩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