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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彩票营

(第19218期)
基本号码 特别号码

04 05 09 18 19 30 20
奖级 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元)
一等奖 1 335122
二等奖 1 13216
三等奖 16 510
好彩2 462 35
好彩3 865 271

南粤风采36选7

(第19094期)
红球号码 蓝球号码

05 10 12 18 19 27 06
奖级 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元)
一等奖 8 6822140
二等奖 301 60536
三等奖 1930 3000
奖池累计金额870773310元

双色球

中奖号码 20
奖级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好彩１ 4179 46
羊 263 15
秋 6577 5
北 11 5

南粤风采“好彩1”

(第19218期)
中奖号码

排列３ 6 4 9
排列５ 6 4 9 2 5
奖级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一等奖 3479 1040
组选6 11789 173
排列5 26 100000

体彩排列３排列５

(第19218期)
中奖号码：5 3 2
奖级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单选 24719 1040
组选6 49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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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0 8 5 6 3 5
奖级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一等奖 0
二等奖 3 102628
三等奖 134 1800

体彩7星彩(第19094期)

市体彩中心电话 ２６１３３５０

（开奖时间8月13日）

大乐透19094期：关注“03、19”

8月12日，体彩大乐透
第19093期开奖，前区开出
号码“16、17、26、29、35”，后
区开出号码“01、07”。本期
是新规则上市后的第75期
开奖，以2.63亿元的全国发
行量，为社会筹集彩票公益
金9489万元。

本期全国开出9注一等
奖。其中2注为1800万元
（含800万元追加奖金）追加
投注一等奖，出自吉林和广
东；7注为1000万元基本投
注一等奖，分落内蒙古（1
注）、江苏（1注）、浙江（2注）、
广东（1注）和贵州（2注）。

数据显示，吉林中出1
注的1800万元追加投注头
奖出自辽源，中奖彩票是一

张6元2注单式追加票。
广东中出的1800万元

追加投注头奖出自广州，中
奖彩票是一张“11+2”复式
追加票，投注金额1386元，
投注注数462注，单票中奖
金额1812万元。

广东中出的1000万元
基本投注头奖出自湛江，中
奖彩票是一张“9+3”复式
票，投注金额756元，投注注
数 378 注，单票中奖金额
1065万元。

内 蒙 古 中 出 的 1 注
1000万元基本投注头奖出
自阿拉善，中奖彩票是一张
10元5注单式票。

江苏中出的 1注 1000
万元基本投注头奖出自泰

州，中奖彩票是一张“7+3”
复式票，投注金额126元，投
注注数63注，单票中奖金额
1060万元。

浙江中出2注 1000万
元基本投注头奖。其中1注
出自丽水，中奖彩票是一张

“10+2”复式票，投注金额
504元，投注注数252注，单
票中奖金额1009万元。另
1注出自温州，中奖彩票是
一张“9+2”复式票，投注金
额252元，投注注数126注，
单票中奖金额1007万元。

贵州中出2注 1000万
元基本投注头奖。其中1注
出自六盘水，中奖彩票是一
张“9+2”复式票，投注金额
252元，投注注数126注，单

票中奖金额1007万元。另
1注出自遵义，中奖彩票是
一张“6+3”复式票，投注金
额36元，投注注数18注，单
票中奖金额1058万元。

对比可见，由于采用了
追加投注，来自广东和吉林
的幸运儿在一等奖方面多拿
了80%奖金，使得单注一等
奖奖金达到了1800万元。

二等奖中出113注，单
注奖金28.45万元。其中27
注为追加投注，每注多得奖
金22.76万元。追加后，二等
奖单注总奖金为51.22万元。

奖池方面，本期开奖结
束后，35.98亿元滚存至8月
14日开奖的第19094期。

（中体）

大乐透开出9注头奖

广州彩民擒获1812万元大奖

7月31日，体彩大乐透
第19088期开奖，前区开出
号码“01、05、18、27、33”，后
区开出号码“06、08”。本期
二等奖全国共中出76注，单
注奖金62.74万元，中山幸
运儿擒获二等奖（含追加）2
注，五等奖15注，八等奖30
注，九等奖10注，共计奖金

113万元。
近日，大奖得主赵先生

（化名）现身中山体彩大厅兑
奖。

赵先生说：“这是我自己
选的号码，这组号码说起来
厉害了，‘8+2’组合，我足足
追了六年，居然中了。曾经
有一期自己忘记买了，也与

几千元的奖金擦肩而过，我
心想以后不买了。不过每次
路过体彩店，习惯成自然，我
还是会走进去，少买一点。
买了不一定有机会，不买一
定没机会，还好这次我没有
忘记。”

赵先生还说：“我还有两
年才退休，这点奖金，在我看

来也不是很多，年轻的时候
已经很努力赚钱存钱了，家
里不缺钱用。”

工作人员认真及时地帮
赵先生兑奖完毕，赵先生笑
着说：“你们体彩这兑奖大厅
啊，门口应该贴一行字：常
来！常常来！”

（粤体）

自选大乐透“8+2”号码组合连投6年

中山彩民中奖113万元

大乐透19093期开出：
16、17、26、29、35-01、07。

0 字 头 ：重 点 关 注
“03”。“03”与 19091 期
“04”、19088期“05”形成斜
三连。另外，适当关注“06、
07、09”。“07”与 19091 期

“04”、19088期“01”形成斜
三 连 ；“09”与 19092 期

“11”、19090期“13”形成斜
三连。

1 字 头 ：重 点 关 注
“19”。“19”与上期“17”、
19092期“15”形成斜三连。

另外，适当关注“12、18”。
2字头：适当关注“21、

25”，“25”与 上 期“26”、
19092 期“27”形 成 斜 三
连。

3字头：适当关注“31、
32、35”。“31”与上期“29”、

19092期“27”形成斜三连。
19094期号码参考：
前区：03、06、07、09、

12、18、19、21、25、31、32、
35；

后区：04、06、08、09。
（阿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