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0

万赠票具体赠票标准

单张单期票面金额

120元（含）-299元（含）

300元（含）-499元（含）

500元及以上

赠票

12元（6+2复式）

36元（6+3复式）

72元（6+4复式）

开奖信息查询网站：

http://www.lottery.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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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广东省体彩中心开奖公告为准。

（第

19328

期

12

月

8

日开奖）

本期兑奖时间截止日为２０20年2月6

日

（逾期作弃奖处理）

。

排列5

5 � 9 � 6 � 1 � 2

（第

19328

期

12

月

8

日开奖）

本期兑奖时间截止日为２０20年2月6

日

（逾期作弃奖处理）

。

排列3

5 � 9 � 6

（第

19141

期

12

月

8

日开奖）

中奖情况

33116329.96元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时间截止日为２０20年2月6

日

（逾期作弃奖处理）

。

七星彩

1 � 1 � 3 � 0 � 9 � 0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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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2

178

2218

22771

286507

311687

单奖奖金（元）

5000000

25236

1800

300

20

5

应派奖金合计

5000000

302832

320400

665400

455420

1432535

8176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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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奖信息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胡昌伟）

大

乐透 2000 万元赠票冬日送温暖！ 记

者从广东省体彩中心获悉，自今晚开

奖的第 19141 期开始，广东彩民购买

体彩大乐透， 将连续 20 期享受赠票

实惠，活动期间，单票单期投注额满

120 元、300 元、500 元，将可额外获得

指定金额的赠票回馈，整个活动赠票

总额高达 2000 万元。 今天起至春节

休市之前，广东彩民可不要错过这项

大乐透福利了。

购买指定金额票就有送

据悉， 该活动在大乐透奖期第

19141 期

（

2019

年

12

月

7

日

20:10

开

售）

—第 20010 期

（

2020

年

1

月

22

日

20:00

止售）

期间开展，共 20 期。 本次

活动安排赠票资金为 2000 万元，如

果赠票资金在上述活动期内使用完

毕，则活动在资金用完的大乐透当期

结束后停止。 购彩者购买超级大乐透

彩票，单张单期彩票票面金额符合指

定条件的，即可获得对应的超级大乐

透机选赠票奖励。 多期票不参与活

动。

此次活动具体规则为，单票单期

投注额 120 元至 299 元， 可获得 12

元赠票； 单票单期投注额 300 元至

499 元，可获得 36 元赠票；单票单期

投注额 500 元及以上， 可获得 72 元

赠票。

活动仅限广东省内体彩投注站

参与。 当投注符合赠票条件的彩票

后，终端机会自动打印对应的赠票。

送完即止 2000万也要抢

据介绍，相比过往经典的“复式

投注不中奖也有奖”活动，本次活动

是广东体彩第一次买大乐透赠大乐

透活动。 不需要指定的投注方式，没

有限制的中奖条件，只要单期单票金

额达到相应门槛，即可获得赠票。 简

单！ 直接！

力度大！

本次活动安排赠票资金 2000 万

元，也是广东体彩历年来规模最大的

大乐透自主营销活动。 值得一提是，

由于预计活动力度大，本次活动时间

只有 20 期，如果 2000 万元提前赠送

完毕活动就会提前结束。 有兴趣的购

彩者可要抓紧时间。

由于本次活动只要单期单票金

额符合条件即可获得赠票，购彩者投

注的组合方式就更加灵活丰富。 有意

向冲击巨奖的， 可选择多倍投注、追

加投注。 着眼于中奖概率的，可选择

复式、胆拖投注。 而且三种赠票条件，

满足不同购彩者的需求，任君选择。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胡昌伟）

日前，

国务院扶贫办印发《关于提前下达 2020

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贫困革命

老区脱贫攻坚资金预算的通知》

（以下

简称 《通知 》）

，旨在改善贫困革命老区

生产条件，促进贫困人口脱贫增收。 明

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将向贫困程度

深、脱贫任务重的革命老区县倾斜。

公益金扶贫再加强

《通知》指出，2020 年中央专项彩票

公益金要向贫困程度深、脱贫任务重的

革命老区县倾斜。 要加大力度支持“三

区三州”内的革命老区县和仍未脱贫摘

帽的深度贫困革命老区县，支持中西部

深度贫困革命老区县，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数量多、巩固脱贫成果任务重的革命

老区县。 各省确定项目县后尽快报国务

院扶贫办备案。

《通知》要求，各省要根据财政部的

有关通知要求，及时将资金指标分解下

达到项目县。 项目县要认真编制项目实

施方案，并报项目省

（区、市）

备案。

粤革命老区县受益

《通知》还要求，省级扶贫部门要加

强对项目的监督和检查，并于每年 1 月

15 日前会同财政部门将上一年工作情

况和资金使用情况等以正式文件形式

分别报送国务院扶贫办和财政部，每年

6 月底前会同财政部门向社会公告上一

年度项目资金分配使用情况。 省级扶贫

部门还需在《通知》下发后 30 个工作日

内， 将 2020 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分

配情况报送国务院扶贫办和财政部备

案。

据悉，2016-2019 年期间，广东每年

均有两个革命贫困老区县分别获得

2000 万元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四

年来， 广东已有六个贫困老区县获得

1.6 亿元相应资金， 分别是大埔县 4000

万元、 南雄市 4000 万元、 龙川县 2000

万元、 五华县 2000 万元、 饶平县 2000

万元、丰顺县 2000 万元，专项拨款有力

地促进当地贫困群众脱贫增收和巩固

脱贫成效。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胡昌伟）

12 月

7 日，体彩大乐透第 19140 期开奖，全国

爆出 7 注一等奖，包括 1 注 1800 万和 6

注 1000 万。 目前， 大乐透奖池滚存

16.68 亿元，“浮动奖奖金特别规定”已

到最后时刻，提醒广大彩民朋友不要错

过今晚开奖的第 19141 期。

大乐透第 19140 期前区开出号码

“03、07、08、25、27”， 后区开出号码“03、

05”。 当期是新规则上市后的第 122 期

开奖， 通过 3.16 亿元的全国发行量，为

社会筹集彩票公益金 1.13 亿元。

全国共中出 7 注一等奖。其中，1 注

为 1800 万元

（含

800

万元追加奖金）

追

加投注一等奖， 落户河南；6 注为 1000

万元基本投注一等奖，分落河北

（

2

注）

、

浙江、河南、四川、云南。

数据显示， 河南中出的 1800 万元

出自开封， 该省另 1 注 1000 万元出自

漯河。 河北中出的 2 注 1000 万元分落

邯郸、石家庄。

同期二等奖开出 118 注，单注奖金

为 33.48 万元； 其中 35 注采用追加投

注，每注多得奖金 26.78 万元。 追加后，

二等奖单注总奖金为 60.26 万元。

奖池方面， 第 19140 期开奖结束

后，奖池滚存 16.68 亿元，距离“浮动奖

奖金特别规定”终止线

（奖池不高于

15

亿元 ）

只有一步之遥，提醒广大彩民朋

友不要错过今晚开奖的第 19141 期。

粤体彩冬日送温暖

大乐透2000万赠票等你抢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扶贫

明年向贫困革命老区县倾斜

大乐透再爆7注千万头奖

奖池16.68亿今晚别错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