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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彩票营

(第19127期)
基本号码 特别号码

06 12 13 19 21 22 02
奖级 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元)
一等奖 0
二等奖 0
三等奖 2 7335
好彩2 395 42
好彩3 640 380

南粤风采36选7

(第19055期)
红球号码 蓝球号码

01 06 11 15 19 31 10
奖级 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元)
一等奖 2 1000万
二等奖 61 368485
三等奖 1097 3000
奖池累计金额531777347元

双色球

中奖号码 02
奖级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好彩１ 3095 46
牛 188 15
春 166 ５
南 34 ５

南粤风采“好彩1”

(第19127期)
中奖号码

排列３ 2 8 0
排列５ 2 8 0 2 3
奖级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一等奖 2791 1040
组选6 11357 173
排列5 24 100000

体彩排列３排列５

(第19127期)
中奖号码：7 5 8
奖级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单选 40055 1040
组选6 54836 173

福彩3D

广东福彩网址www.gdfc.org.cn

市福彩中心电话2273288 2278988

（以上仅供参考，结果以
投注站公告为准。）

中奖号码

5 8 0 6 8 7 7
奖级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一等奖 1 500万
二等奖 15 20231
三等奖 128 1800

体彩7星彩(第19055期)

市体彩中心电话 ２６１３３５０

（开奖时间5月14日）

5月13日，体彩大乐透
第 19054 期前区开出号码
02、18、23、27、30；后区开出
号码05、10。本期是新规则
上市后的第36期开奖，通过
2.76亿元的全国发行量，为
社会筹集彩票公益金9941
万元。

本期全国开出29注一等
奖，来自全国16个省份的幸
运购彩者尝到了“大奖的滋
味”，呈现“雨露均沾”的态势。

其中，7注为1800万元
（含800万元追加奖金）追加
投注一等奖，花落广东（3

注）、山东（2注）、黑龙江、湖
北；22注为1000万元基本
投注一等奖，花落上海（3
注）、江苏（3 注）、山东（2
注）、河南（2 注）、贵州（2
注）、北京、辽宁、浙江、安徽、
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广
东、重庆。

数据显示，尽管本期开
出29注头奖，但没有出现亿
元大奖。广东中出的 3注
1800万元一等奖全部落入
广州一网点，中奖彩票为一
张3倍投、18元投入的单式
追加票，单票擒奖 5400 万

元。该大奖幸运儿，成为当
期开奖最大的赢家。

此外，贵州中出的2注
1000万元一等奖全部出自
黔南州一网点，中奖彩票为
一张2倍投的6+2复式票，
投入24元，单票擒奖2003
万元，奖金额排名第二位。

二等奖开出212注，每
注奖金为11.10万余元；其
中36注采用追加投注，每注
多得奖金8.88 万余元。追
加后，二等奖单注总奖金为
19.99万元。

三等奖中出274注，单

注奖金为 10000 元。四等
奖中出3037注，单注奖金为
3000 元 。 五 等 奖 中 出
24606注，单注奖金为300
元。六等奖中出69652注，
单注奖金为200元。七等奖
中出47021注，单注奖金为
100 元 。 八 等 奖 中 出
1165612注，单注奖金为15
元。九等奖开出 9134503
注，单注奖金为5元。

奖池方面，本期开奖结
束后，49.84 亿元滚存至周
三开奖的第19055期。

（中体）

16个省份彩民分享大乐透一等奖

广州一彩民独享5400万元

体彩大乐透二等奖奖金
亮眼，梅州又有幸运儿中得
大奖，这次是450万元！

5月7日，年近六旬的蔡
伯（化名）一家人一早来到梅
州市体彩中心，火速办理兑
奖前一天开奖的大乐透第
19051期5注追加投注二等
奖，总奖金高达450万元。

蔡伯的中奖票是一张3

注号码的5倍追加投注票，
已经守号投注3年多，其中
第二注“11、15、16、20、29
+ 04、06”中得了二等奖。
上月蕉岭中得5400万元大
奖的幸运儿守号12年终得
大奖，这么长的时间，不是一
般人能够坚持的。这次蔡伯
坚持3年多中得二等奖450
万，也非常让人羡慕。（粤体）

梅州彩民守号3年

中得大乐透
二等奖450万元

中奖彩票

大乐透19054期开出：
02、08、23、27、30-05、10，
本栏荐中一个胆码“23”。

0字头：重点关注“04、
08”。“04”与 19047 期 的

“04”形 成 对 称 ；“08”与
19049 期“10”、19043 期

“12”形成斜三连。另外，适

当关注“03、06”。“03”与上
期“02”、19053期“01”形成
斜三连。

1字头：适当关注“10、
12”。“10”是上期“02、18”的
中心号码；“12”与19051期

“11”、19047期“10”形成斜
三连。

2字头：适当关注“22、
23、24、26”。“22”与 19053
期“19”、19051 期“16”形
成 斜 三 连 ；“24”是 上 期

“27、30”向左等距离延伸
的号码；“23”与 19053 期

“26”、19051 期“29”形成
斜三连。

3字头：适当关注“33、
34”。

19055期号码参考：
前区：03、04、06、08、

10、12、22、23、24、26、33、
34；

后区：03、04、07、08。
（阿正）

大乐透19055期：关注“04、08”

大乐透前区号码分布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