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珠海体育彩票去年筹集地方公益金3700多万元

助力珠海体育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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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彩票营

市体彩中心电话 2613350

(第19174期)
中奖号码
排列３ 3 9 9
排列５ 3 9 9 1 5
奖级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一等奖 4264 1040
组选3 6566 346
排列5 25 100000

体彩排列３排列５

(第19075)
中奖号码

8 3 3 2 6 5 5
奖级 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元)
一等奖 0
二等奖 17 16719
三等奖 164 1800

体彩七星彩

中奖号码 02
奖级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好彩１ 2863 46
牛 188 15
春 53 ５
南 28 ５

南粤风采“好彩1”

中奖号码

8 4 8
奖级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单选 11246 1040
组选3 13306 346

福彩3D(第19174期)

广东福彩网址www.gdfc.org.cn
市福彩中心电话 2273288 2278988

(第19174期)
基本号码 特别号码

17 18 21 25 26 27 02
奖级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一等奖 0
二等奖 0
三等奖 1 10986
好彩2 555 28
好彩3 985 234

南粤风采36选7

(第19075期)
红球号码 蓝球号码
05 08 20 22 31 33 03
奖级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一等奖 2 1000万
二等奖 69 329031
三等奖 983 3000

奖池：825389586元

双色球

（以上仅供参考，结果以
投注站开奖公告为准。）

（开奖时间6月30日）

大乐透19075期：关注“26、28”
大乐透19074期开出：

08、09、13、14、34-05、07。
0字头：适当关注“01、

03、05、06、08、09”。“01”与
19073 期“04”、19071 期

“07”形成斜三连；“05”与上
期“08”、19073期“11”形成

斜三连；“09”与 19073 期
“11”、19071期“13”形成斜
三连。

1字头：适当关注“14、
16、18”。“14”与 19071 期

“15”、19067期“16”形成斜
三 连 ；“18”与 19073 期

“20”、19071期“22”形成斜
三连。

2字头：重点关注“26、
28”。“26”与19073期“24”、
19071期“22”形成斜三连；

“28”与 19068 期“27”、
19062期“26”形成斜三连。

3字头：适当关注“32”。
19075期号码参考：
前区：01、03、05、06、

08、09、14、16、18、26、28、
32；

后区：02、03、09、10。
（阿正）

中奖彩票

本报讯 记者日前从珠
海市体彩中心了解到，2018
年度，珠海市体育彩票中心
销售5.38亿元，共筹集体育
彩票地方公益金3700多万
元，上缴税收900多万元，为
我市经济、公益和体育事业
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全年
共分配使用体育彩票公益金
2700万元，主要用于全民健
身、奥运争光计划。其中，
70.44%用于实施群众体育
工作，29.56%用于资助竞技
体育工作，不断满足群众日
益增长的多元化体育需求，
很好地诠释了体育彩票“来
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宗旨。

在体育彩票公益金的有
力支持下，珠海市体育事业
和产业取得蓬勃发展。

一是群众体育蓬勃开
展。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
动，2018年市民健身运动会
共设公开组、残疾人组、职工
组、老年人组、少年儿童组等
五大组别，105项次的比赛
活动贯穿全年，超过20万人
次参与赛事活动。加强基层
公共体育场地设施建设，全
市基层体育设施达到全覆
盖，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
2.8平方米，实现“城市10分
钟体育健身圈”和“乡村十里
体育健身圈”。

二是竞技体育再创佳
绩。我市培养输送的运动员
2018年在国际国内大赛取
得优异成绩，在第18届印尼
雅加达亚运会上获得6金5
银，其他国际大赛获得5金6
银3铜，全国大赛获得4金2
银5铜。多名运动员通过国
家体育总局组织的跨界跨项
跨季选材测试，成功入选国
家2022年冬奥会项目集训
队。体教融合工作也取得明
显成效，市体校共有61人被
大学录取，其中本科录取率
46%。

三是体育产业势头良
好。2018年成功举办WTA

网球精英赛、亚洲帆板锦标
赛、亚洲风筝板锦标赛、环中
国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珠海
站）、泛珠三角超级赛车节以
及 2018 Soccerex 全球足
球产业峰会等重大赛事活动
30多项，积极打造横琴马拉
松、粤港澳大湾区帆船赛和
草地滚球比赛等本土赛事活
动，将赛事活动与培育消费
群体相结合，发挥赛事活动
对经济拉动作用。

四是主动作为服务大
局。加强大湾区体育交流合
作和实施体育精准扶贫，为
区域协调发展贡献珠海体育
力量。 (珠体）

本报讯 记者从市体彩
中心获悉，大乐透第19071
期有4注二等奖降临斗门，
幸运网点分别是位于斗门井
岸西埔的30120号体彩网点
（中 1 注）和斗门乾务的
03385号体彩网点（中3注，
含追加）。日前，两名幸运儿
已前来市体彩中心领取了幸
运大奖。

幸运儿马先生（化名）夺
得大乐透第19071期二等奖
1注，奖金达41万多元。据
了解，这张中奖票是一张2
元的单式票，遗憾中奖者未
投追加，少中了30多万元奖
金。马先生说：“平时买彩票
都是我自己选号，觉得对哪
个数字有感觉就买哪个，之
前也中过一次三等奖，是前

区中少一个号码，这次是后
区中少一个，看来一等奖还
在和我捉迷藏啊。”

而另一位幸运儿王先生
（化名）则不仅进行追加投注，
而且还倍投，仅用9元便斩获
了3注大乐透二等奖（含追
加），总奖金高达222万元。

王先生说：“我从2003
年就开始买体育彩票了，每
次投注金额不大，都是机选，
没想到这次幸运降临到自己
身上。”在被问及如何使用这
笔奖金时，王先生说：“自己
就是一个普通的工薪阶层，
平时身体经常不舒服，医疗
费给自己和家庭造成了比较
大的负担，现在有了这笔奖
金，可以不用担心医疗费的
问题了。” （珠体）

大乐透第19071期4注二等奖落斗门

幸运彩民9元擒获222万元大奖

2019 年 6 月 28 日至 7
月4日，广东体彩重磅推出

“不忘初心 责任先行”的迎
“七一”答题有奖活动。

本次活动共设“答题有
奖”和“幸运抽奖”两个环节。

2019 年 6 月 28 日至 7

月4日，每天9:00-23:00，
广东地区用户可扫描活动二
维码或前往“广东体彩”官微
活动栏目，进入活动专题页
面参与“答题有奖”环节。根
据活动页面提供的答题解
析，答对5道题目的用户，即

可参与抽奖并有机会获得大
乐透代金券。其中，每个账
号每天限参与一次，可连续
参与七天，获得七次抽取代
金券的机会。

7月5日，活动“幸运抽
奖”环节将抽取两名幸运参

与者，两人分别可获华为
P30（8+128G）智能手机一
台。

奖品不可兑付现金，其
中大乐透代金券应在 7月
11日前在广东体彩实体网
点中兑换。 （粤体）

“不忘初心 责任先行”

广东体彩开展迎“七一”答题有奖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