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9139

期

12

月

3

日开奖）

中奖情况

36864914.65元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时间截止日为２０20年2月3

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七星彩

2 � 1 � 5 � 6 � 6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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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7

127

1708

22567

286698

311107

单奖奖金（元）

45007

1800

300

20

5

应派奖金合计

0

315049

228600

512400

451340

1433490

2940879

（第

19323

期

12

月

3

日开奖）

中奖情况

374492185.40元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时间截止日为２０20年2月3

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排列5

奖级

一等奖

合计

中奖注数

68

68

单注奖金（元）

100000

8 � 3 � 0 � 7 � 1

应派奖金合计

6800000

6800000

（第

19323

期

12

月

3

日开奖）

中奖情况

13881646.88元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时间截止日为２０20年2月3

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排列3

8 � 3 � 0

投注方式

直选

组选

3

组选

6

全国中奖注数

5720

0

12816

本地中奖注数

469

0

278

单注奖金（元）

1040

346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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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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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奖信息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胡昌伟 通讯员

李锦霞）

11 月 27 日， 广东省体育彩票

中心“情系山区 送书助学”捐赠仪式，在

肇庆市广宁县石涧中心小学举行。 加上

今年在肇庆、韶关、茂名、云浮、河源新

增捐赠的 5 所，广东体彩五年来共帮助

24 所山区学校建立了“爱心图书室”。

捐建24个“爱心图书室”

肇庆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调研

员罗小兵，肇庆市体育彩票中心主任黄

文豪参加了爱心图书馆捐赠仪式。

捐赠仪式上，广东体彩为学生们送

一批书籍以及文体用品，用实际行动回

报社会， 为贫穷学生教育献出绵薄之

力，为形成“关爱青少年、关注教育、关

心人才”的良好社会风气而做出贡献。

广东省教育基金会自 2014 年开始

开展“情系山区，送书助学”专项公益活

动，动员社会各界捐资助学。 作为国家

公益彩票， 广东体彩自 2015 年起积极

响应“情系山区，送书助学”的公益倡

导，连续五年共出资 80.5 万元，帮助 24

所学校搭建起了自己的“爱心图书室”。

平均资助每所学校 3.5 万元，捐赠 3500

册新图书及 4 个书架，帮助广东省山区

农村学校完善图书室建设。

两大公益活动倾力助教

近年来广东体彩持续资助山区学

校公益项目， 利用有限的发行费资源,

在关注青少年健康成长等方面做了大

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得到社会各界的广

泛好评，彰显社会责任。

一方面自 2015 年起积极响应“情

系山区，送书助学”的公益号召，圆山区

孩子读书梦； 另一方面则是自 2016 年

起，广东体彩联手广东省青少年体育联

合会携手打造的广东“公益体彩 快乐操

场”公益活动。 通过“捐赠体育器材+传

承体育精神” 的形式送健康入校园，培

养和发掘山区青少年在足球领域的潜

能，让他们从小树立“爱运动、强体魄”

的观念，促进我省落后地区中小学体育

教育事业的发展，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

关注与赞许。“公益体彩 快乐操场”已在

广东开展的两年内，共资助山区学校 40

所，惠及山区学生近万人。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胡昌伟 通讯员

赵颖）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1 日，中国体

育彩票·2019 广东省三人篮球联赛决赛

阶段比赛，在人声鼎沸的广州市天河体

育中心西南广场举行。 经过数场激烈争

夺，东莞南城队获得男子组冠军，广州

耀远投资队获得女子组冠军。 中国篮球

协会副主席、 广东省篮球协主席刘克

军，广东省体育彩票中心主任赵建新等

相关领导嘉宾现场观赛，并为获得前八

名的男女选手颁奖。 本届赛事创下“人

群最广泛、赛制最公平、结合最完美、前

景最广阔”等多个“最”，受到社会各界

关注和赞誉。

参与最广泛

3500场比赛1580队参战

中国体育彩票·2019 广东省三人篮

球联赛是国内首创的联赛赛制 3X3 篮

球比赛, 具有参与门槛低、包容性强、覆

盖面广、影响力大等特点，受到广大篮

球爱好者的热捧，本次比赛覆盖全省 21

个地市， 参赛队伍 1580 支， 参赛人数

5353 人，比赛场次 3500 场。在持续两天

的总决赛中，赛场队员们以一个接一个

果断拦截、快速突破和精准投篮，打出

了一个又一个高潮，赢得了现场观众一

阵又一阵的喝彩，与此同时，凤凰网、广

东体育、 南方+三大媒体平台的现场直

播，更引来 71.3 万球迷在线观看。

赛制最公平

草根与亚运冠军同场竞技

获得男子冠军的东莞南城队，由出

身草根的黄文威、 肖海亮等全运会、亚

运会冠军队员组成，业余篮球爱好者也

能走上为国争光的竞技大舞台，这也是

黄文威、肖海亮等成为草根篮球爱好者

传奇与偶像的原因。 中国篮球协会副主

席、广东省篮球协主席刘克军介绍，“全

省三人篮球赛虽是草根赛事，但省篮协

无论从竞赛组织，到裁判员队伍组成等

都是以专业、高水平比赛标准来要求和

实施，草根也可以走上国际比赛最高领

奖台，为国争光，全民健身普及与竞技

体育人才选拔相得益彰，这正是广东三

人篮球联赛的创新和魅力所在” 。

结合最完美

看比赛、买彩票、做公益

在比赛现场周围， 一个个标识着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的即开型体育彩

票公益宣传销售亭也引来了众多观众

的围观和参与，“我买 1 张 20 元的‘粤

战越勇’即开票，要易建朕投篮画面这

一张”，“你知不知道， 不管你中奖不中

奖，你买 20 元即开票，就贡献了 4 元体

彩公益金”，现场观众边买边刮边说笑，

“买彩票，中奖了，是娱乐，高兴；不中

奖，是做公益，高尚”。 据悉，由广东篮球

协会授权广东省体彩中心申报、 设计、

开发的“粤战越勇”篮球主题即开型体

育彩票，以东莞、广州、深圳三支 CBA

劲旅的易建联、周鹏、李幕豪、沈梓捷、

于德豪等著名篮球明星的赛场雄姿为

票面设计元素，在国内率先开辟了体育

文化与体彩公益的完美结合，最受现场

购彩者追捧。 广东省体彩中心主任赵建

新说，“体育彩票来之于民， 用之于民，

是老百姓以买彩票方式贡献的资金支

持了本次比赛，支持了体育和公益事业

的建设和发展” 。

前景最广阔

草根赛事引广泛关注

随着民间篮球的影响力逐渐提升，

本届赛事在赢得广大群众认可的同时，

也迎来了多于往年的赞助商及合作伙

伴。 众多企业单位和主流媒体都对本届

赛事给予了大力支持。

政府主导、企业支持、社会参与、大

众共享，使“中国体育彩票·广东省三

人篮球联赛” 成为集全民健身、 竞技

体育、 体育产业和体彩公益为一体的

综合性载体， 必将走出更加广阔的发

展前景。

中国体育彩票鼎力护航

粤三人篮球联赛创四“最”

广东体彩肇庆“送书助学”

连续五年共助24所学校搭建“爱心图书馆”

▲

体彩杯三人篮球联赛冠军颁奖。

荩

体彩杯三人篮球联赛决赛现场。 广东体彩 供图

粤体彩今年又为

5

所山区学校捐

建爱心图书室。 通讯员 李锦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