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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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03

期

11

月

13

日开奖）

367411206.56元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时间截止日为２０20年1月13

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排列5

6 � 6 � 9 � 1 � 6

（第

19303

期

11

月

13

日开奖）

13035570.84元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时间截止日为２０20年1月

13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排列3

6 � 6 � 9

中奖情况

（第

19130

期

11

月

13

日开奖）

后区号码前区号码

开奖号码

超级大乐透

01�21�13�26�20�10�04

2080589741.20元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时间截止日为２０20年1月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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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0

83

50

182

564

14314

19680

34739

655905

7173923

单注奖金（元）

10000000

556878

445502

10000

3000

300

200

100

15

5

应派奖金合计（元）

30000000

0

46220874

22275100

1820000

1692000

4294200

3936000

3473900

9838575

35869615

159420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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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胡昌伟 ）

18

元小复式票撞好运， 云浮彩民喜中大

乐透 68 万。 近日， 幸运彩民陈先生现

身云浮市体彩中心领奖， 他凭借一张

“6+2” 复式追加投注票， 投入 18 元，

中得大乐透第 19127期 1注追加投注二等

奖和多注小奖， 总奖金 68 万多元。

进门感叹人生改善了

11 月 6 日， 体彩大乐透 19127 期

开奖， 全国共开出 110 注二等奖， 其

中 45 注是追加投注命中。 位于云浮市

城区建设北路 15 号的 4421021068 体彩

实体店购彩者陈先生， 以“6+2” 的复

式追加投注票喜中二等奖 1 注， 五等

奖 5 注， 收获奖金共计 68 万多元。

11 月 7 日， 陈先生面带笑容地在

友人的陪同下来到云浮市体彩中心，

领取属于自己的大奖。 陈先生是个十

分健谈、 幽默的购彩者， 刚进兑奖室

就笑着说： “公益体彩， 乐善人生，

我来领大奖了， 我的人生要开始改善

了！”

心血来潮买了复式票

据介绍， 陈先生是体彩的忠实粉

丝， 平时在晚饭后有散步， 然后进店

购彩的习惯， 他熟悉体彩的众多游戏

玩法， 尤其对大乐透情有独中。 陈先

生表示， 对于大乐透他更喜欢采用机

选方式的投注， 他说总有种自己能够

中得大奖的预感， 于是就坚持购彩。

说起这次中奖经过， 他说道： “平时

一般是购买单式票的， 但在这期下单

的时候， 就突然心血来潮地用 18 元下

单一注‘6+2’ 的复式追加投注票， 没

想到居然中得了 68 万大奖， 虽然差一

个号码与一等奖失之交臂， 但是已经

非常满足了， 这笔钱得妥善规划利

用。”

国家体育总局分别于 1994 年、

2002 年承担起山西省忻州市繁峙县、代

县定点扶贫任务以来，一直坚持“立志、

立教、立业”和“突出体育扶贫，扶出体

育特色”的原则，通过支教扶贫、赛事扶

贫、消费扶贫、产业帮扶、物资捐助、体

育基础设施建设等方式，致力于“真扶

贫、扶真贫、真脱贫”。 国家体彩中心作

为国家体育总局直属单位，高度重视并

积极履行扶贫职责，为打赢脱贫攻坚战

做着积极努力。

支教是心与心的连接

扶贫必扶智, 让贫困地区的孩子们

接受良好教育， 是扶贫工作的重要任

务， 也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

径。 国家体彩中心高度重视教育帮扶，

通过派驻支教老师、 出资修缮校舍、改

善教育硬件环境、 捐助文体用品等形

式，大力支持繁峙县、代县的教育事业

发展。

2017 年 10 月以来， 国家体彩中心

已连续派出 12 批支教队伍，共计 72 名

支教员工，为支教学校送上体育、美术、

音乐、计算机等课程，深受师生欢迎。

代县下木角小学校长郝纯刚看着

一箱箱服装、书包、篮球、足球、羽毛球、

电脑等爱心物资运进学校， 他高兴地

说：“我们农村小学， 音体美是弱项，急

缺这些课程的知识与老师。 捐赠物资里

还有 6 台电脑，可以帮我们组建电脑教

室，这对于处于信息时代的孩子们而言

意义重大。 ”繁峙县上永兴小学六年级

学生郭智浩在给支教老师的一封信中

写道：“老师，你们教我们知识，我们感

激不尽， 我们郑重地对您说一声‘谢

谢’！ 我们会好好学习， 长大和你们一

样，报效祖国。 ”

此外，国家体彩中心及下属公司员

工还多次自发为当地孩子捐赠衣物，体

彩“快乐操场”公益项目也多次为两县

学校带去体育器材与公益体育课，广受

师生们的赞誉。

慰问是人与人的惦念

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主体是人民。 扶

贫工作中，国家体彩中心注重对贫困户

的关怀。 每次送新一批支教员工上岗，

国家体彩中心组织的体彩公益小分队

都会带着米、面、油、蛋、奶等慰问品，看

望当地贫困户，给他们送去关爱，为他

们早日实现脱贫而鼓励、加油、打气。

本着“访贫问苦不扰民”的原则，大

家通常只把慰问品放进院子， 聊聊收

成、了解一下情况就离开，不进屋、不给

乡亲们添麻烦。 10 月下旬，送 2019 年第

4 批支教老师上岗时， 体彩公益小分队

看望的是繁峙县三祝村张双西等 6 个

贫困家庭，乡亲们总是说：“你们大老远

来一趟，都不进屋喝口水……”淳朴的

乡亲们还会捧着自家刚摘的西红柿、苹

果追出很远，表达内心的谢意。

慰问过程中，体彩公益小分队成员

也经常慷慨解囊，现场帮扶。 本次慰问

中， 一位贫困户的院中堆着很多萝卜，

个头大，纯有机食品。 然而，这位贫困户

却皱着眉头告诉大家：“在村里，萝卜并

不好卖， 这么一堆连 10 元钱都卖不

到。 ”听完他的难处，刚在代县南新小学

支教结束准备回京的陶杉二话不说自

掏腰包买了一麻袋。 她说：“支教期间，

北京的同事们得知孩子们的衣服很破

后，自发捐赠了很多衣服。 我买这些萝

卜，一是可以帮农民伯伯解决点实际问

题， 二是可以分发给北京的同事们，回

馈他们的爱心。 ”

扶贫是情与情的交融

脱贫攻坚需要政策扶持、 人力帮

扶、 人情关怀， 更需要资金支持。 在

繁峙县、 代县的扶贫工作中， 为川草

坪、 柏家庄等贫困缺水的村庄打井、

建水窖、 修桥修路等基础建设； 健身

路径、 健身步道等全民健身场地建设，

“雪炭工程” 援建两县的体育馆等 ；

“寻找美丽中华感受魅力代州” 定向系

列赛、 “寻找美丽中华重温抗战辉煌”

定向系列赛、 雁门关国际骑游大会等

体育赛事的举办； 邀请知名专家为两

地群众送上科学健身知识讲座“科学

健身大讲堂”、 邀请奥运冠军到两县参

加活动并鼓励慰问、 人才交流与培训

的开展以及先进技术与理念的引进等

项目， 都离不开体彩公益金的重要贡

献。

在体育彩票公益金的大力支持下，

扶贫干部以教育为基础、 把体育当抓

手、 将产业作保障， 与当地政府、 人

民群众一起携手取得了很多优异的成

绩。 今年 7 月， 两县合计已出列贫困

村 398 个、 脱贫 40156 户、 脱贫人口

101138 人， 目前繁峙县已经全县“摘

帽”， 代县也有望于今年“摘帽”。

随着脱贫攻坚工作的扎实推进，

不管是亲赴当地的扶贫干部， 还是一

批又一批体彩公益小分队的成员， 对

繁峙县、 代县两地的情感都已然超越

工作关系， 结下了难以割舍的深厚情

缘。

信息时报记者 胡昌伟 通讯员 王红亮

支教扶贫赛事扶贫多管齐下

体彩扶贫因地制宜求实效

心血来潮买了复式追加

云浮彩民18元喜中68万

▲

体彩支教扶贫送课程送文体物资。

荩

体彩公益小分队慰问贫困户。 国家体彩中心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