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0006

期

1

月

14

日开奖）

中奖情况

18013814.95元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时间截止日为２０20年3月

16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七星彩

0 � 9 � 0 � 8 � 9 � 9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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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2095

24472

285283

311990

单奖奖金（元）

5000000

26495

1800

300

20

5

应派奖金合计

10000000

291445

228600

628500

489440

1426415

13064400

（第

20014

期

1

月

14

日开奖）

中奖情况

393101080.26元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时间截止日为２０20年3月

16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排列5

奖级

一等奖

合计

中奖注数

37

37

单注奖金（元）

100000

1 � 6 � 1 � 5 � 0

应派奖金合计

3700000

3700000

（第

20014

期

1

月

14

日开奖）

中奖情况

12808651.64元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时间截止日为２０20年3月

16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排列3

1 � 6 � 1

投注方式

直选

组选

3

组选

6

全国中奖注数

3914

5205

0

本地中奖注数

104

33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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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台征召

广东体彩

官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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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学钢 通讯

员 谢明明 ）

为进一步推动全民健身

活动深入开展。 由揭阳市文化广电旅

游体育局、 空港区文体局主办， 揭阳

市体育彩票中心等单位承办的“2020

年揭阳市迎春健步骑行暨欢乐广场”

活动， 1 月 2 日上午在揭阳市文化中心

举行， 随着建设者代表的鸣枪发令，

由市领导带动参加活动的队伍从空港

滨江大道镜面水景景观处健步出发。

本次骑行活动路线： 滨江大道镜

面水景

（滨江大道与空港大道交界处）

→十里榕堤

（换骑 ）

→滨江大道二

期→崇学路西段→发展大道南段东

侧→吉祥路东段→市文化中心正门。

全长约 11.8 公里， 其中健步约 3.8 公

里， 骑行约 8 公里。 11 点 20 分骑行队

伍到达市文化广场， 健步骑行队伍一

起参观了在市文化广场举行的“欢乐

广场 健康揭阳” 活动。

全民健身，体彩同行！ 这样的大型

群众体育活动自然少不了体彩的身影。

为了助力此项活动的开展，揭阳体彩中

心在现场用帐篷搭建起休息区，为参与

活动的朋友们提供休息的场所，结合即

开型新票上市和体彩公益宣传, 组织了

“全民健身”主题即开票地推活动，向市

民传递“公益体彩、乐善人生”的理念，

并在现场醒目位置展示了体彩公益内

容的彩旗、展板、喷画大牌和地贴等，强

烈吸引了观众的眼球，达到广泛宣传体

彩的目的，让更多的人走近体彩，了解

体彩公益事业。

中国体育彩票作为助推全民健身

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越来越多参与到

全民健身活动中来，带领更多的人参与

全民健身，享受运动的快乐与多彩的生

活。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学钢 通讯员

林兴宜 ）

去年 12 月 30 日， 大乐透第

19150 期开出号码为“07、11、12、16、33；

05、07”，全国共开出 19 注头奖。 其中，广

东的唯一 1 注头奖出自揭阳市榕华大道

作家书店正门北侧的 4420020068 体彩

实体店，中奖彩票是一张 112 元“8+2”复

式票，单票收获奖金 687 万多元。 这也是

2019 年大乐透最后一期。

买彩一年自选中奖

近日，大奖得主张先生

（化姓 ）

便独

自一人来到了揭阳市体彩中心兑奖。 据

张先生述说自己大学时读的是金融专

业，对数字较为敏感，自己购买体彩的时

间有一年多了， 尤其钟爱体彩大乐透玩

法，每期必买。“我喜欢采用复式投注的

方式， 投注号码都是先机选然后加上对

走势图中遗漏组成号码。 ”张先生说，“根

据观察， 我感觉大乐透经常会开出一些

令人意想不到的组合， 所以我更倾向于

选择机选加上一些开奖概率来挑选号

码，大部分人都只是随机选。 这就是我悟

出来的选号秘诀。 ”

奖金打算先存银行

谈及中奖的心情，张先生说“我每次

晚上开奖九点多的时候都会用手机查看

开奖号码， 所以开奖当晚我就知道自己

中大奖了。 以前经常是小奖不断，但从没

中过如此大奖，这次终于梦想成真了，心

情相当激动，整晚都没有睡好呢！ ”

谈到如何使用奖金的时候， 张先生

笑着说：“暂时还没对奖金做任何规划，

打算先把钱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 ”张

先生表示， 会一如既往地支持体彩公益

事业，理性购彩，传递体育彩票的品牌理

念———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揭阳彩民喜中687万

为大乐透2019年最后一期头奖

信息时报讯（记者 陈学钢）

1 月 13 日，体彩大乐透第 20006

期开出 1 注一等奖。 这注 1000

万元基本投注一等奖， 花落福

建。当期以 2.74 亿元的全国发行

量，为社会筹集彩票公益金 9886

万元。

数据显示，福建中出的 1 注

1000 万元基本投注一等奖出自

厦门， 中奖彩票是一张 10 元 5

注单式票。 二等奖中出 106 注，

单注奖金 11.81 万元。其中 28 注

为追加投注，每注多得奖金 9.44

万元。 追加后，二等奖单注总奖

金为 21.26 万元。

当期， 三等奖中出 153 注，

单注奖金为 10000 元。 四等奖中

出 755 注，单注奖金为 3000 元。

五等奖中出 17251 注，单注奖金

为 300 元 。 六等奖中出 23015

注，单注奖金为 200 元。 七等奖

中出 33743 注， 单注奖金为 100

元。 八等奖中出 754610 注，单注

奖金为 15 元 。 九等 奖 开 出

7471962 注，单注奖金为 5 元。

奖池方面， 当期开奖结束

后，14.74 亿元滚存至明日开奖

的第 20007 期。

大乐透开出一注头奖

1000万元花落福建

公益天地

体彩助力全民健身

揭阳市举办迎春健步骑行活动

大乐透头奖彩票。 揭阳体彩 供图

揭 阳 市 领 导 参 加

2020

年揭阳市迎春健步

骑行活动。揭阳体彩 供图

信息时报讯（记者 陈学钢 ）

年终奖金哪家强，顶呱刮即开票

里藏！ 据了解，广东体彩开展的

“福禄寿禧迎新年，1000 万元彩

票大赠送”回馈活动目前正在火

爆进行中。 值得提醒的是，各位

购彩者购买的顶呱刮即开票，购

彩金额的 20%为公益金，都用于

公益及体育事业哦，妥妥的微公

益行动。

本次活动的规则是2019年

12月20日～2020年2月8日期间，

在广东省内体彩网点购买7彩宝

石， 单张即开票中得800元赠送

800元即开票， 购买福禄寿喜和

鼠来宝， 单张即开票中得100元

赠送100元即开票。 活动受到了

各地购彩者的热烈追捧，不少人

也都中得了奖上奖，而顺德的一

名幸运儿更是中得了50万大奖。

在东莞打工的小刘准备在

这个周末就回湖南老家过年，在

路上等朋友的时候看到体彩店

有 1000 万赠票的活动， 就想试

一试新年的手气，没想到刮到第

二张就中得了 800 元的奖上奖。

小刘开心地说：“广东体彩给我

发“年终奖”啦！ ”

据了解，纳入此次回馈活动

的 3 款新上市顶呱刮即开票，分

别是 7 彩宝石（20

元

）、福禄寿喜

（20

元

）、鼠来宝（10

元

）。

粤体彩1000万赠票

活动火爆进行中

特别提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