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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彩票营

市体彩中心电话 2613350

(第19251期)
中奖号码
排列３ 2 7 2
排列５ 2 7 2 5 1
奖级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一等奖 4477 1040
组选3 4743 346
排列5 19 100000

体彩排列３排列５

(第19108)
中奖号码

0 8 0 1 9 7 9
奖级 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元)
一等奖 0
二等奖 16 19834
三等奖 130 1800

体彩七星彩

中奖号码 05
奖级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好彩１ 5109 46
龙 198 15
春 18 ５
东 32 ５

南粤风采“好彩1”

中奖号码

0 5 0
奖级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单选 5896 1040
组选3 6126 346

福彩3D(第1925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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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9251期)
基本号码 特别号码

17 20 23 24 27 36 05
奖级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一等奖 0
二等奖 1 22445
三等奖 5 2244
好彩2 374 47
好彩3 519 454

南粤风采36选7

(第19108期)
红球号码 蓝球号码
07 13 19 22 25 32 13
奖级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一等奖 13 6413151
二等奖 110 208761
三等奖 1740 3000

奖池：8421654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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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5日）

9月2日，体彩大乐透第
19102期开奖，也是新规则
上市后的第84期开奖。前
区开出号码“05、10、15、19、
31”，后区开出号码“03、
06”。全国惟一的1注1000
万元头奖落入广东，广州白
云区一幸运儿以“9+2”复式
票命中，除中得1注一等奖
外，还收获了20注四等奖、
60注六等奖等若干小奖，单
票中奖1007万元。

近日，幸运儿俞先生（化
名）到广州市体育彩票管理
中心兑取大奖。他表示，自
己买彩很佛系，都是想起来
才买，没想起来拉倒。这个
头奖是笔意外之财，号码是
自己买的时候随便写的，没
有什么心得可言。另外俞先
生还透露，他仍在上班且打
算继续上班，这次来领奖也
是趁着出外勤过来领的。俞
先生没说太多便匆匆离开。

自大乐透新规上市和特
别规定实施以来，广州已经中
得12个500万以上大奖，其
中：有8个超过1000万，以
19054期的单票3倍追加头
奖5400万最为耀眼；此外还
三度制造超值二等奖，分别为
19034期的单票10倍追加二
等奖797万、19042期的单票
5 倍追加二等奖 500 万和
19095期单票10倍追加二等
奖691万。 （粤体）

随手买居然中意外之财

广州幸运儿兑走1007万元大奖

9月14日，体彩大乐透
第19107期开奖，前区开出
号码“05、09、19、27、35”，后
区开出号码“02、03”。本期
是新规则上市后的第89期
开奖，通过2.93亿元的全国
发行量，为社会筹集彩票公
益金1.05亿元。

本期全国共开出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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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自安徽，3注
为1000万元基本投注一等

奖，花落河南、湖北和贵州。
数据显示，安徽中出的

1800万元出自阜阳，中奖彩
票为一张4注12元投入的
单式追加票。

河南中出的1000万元
出自焦作，中奖彩票为一张
8+2复式票，单票擒奖1005
万元。

湖北中出的1000万元
出自武汉，中奖彩票为一张
8+3复式票，单票擒奖1045
万元。

贵州中出的1000万元
出自六盘水，中奖彩票为一
张“前区 5 拖+后区 1 胆 4
拖”的后区胆拖票，单票擒奖
1059万元。

对比中可见，来自安徽
的这位幸运购彩者，由于采
用了追加投注，在单注一等
奖方面要多拿了800万元追
加奖金，从而使得单注一等
奖总奖金达到封顶的1800
万元。

二等奖开出181注，每

注奖金为19.74万元；其中
59注采用追加投注，每注多
得奖金 15.79 万元。追加
后，二等奖单注总奖金为
35.54万元。

三等奖中出327注，单
注奖金为 10000 元。四等
奖中出1280注，单注奖金为
3000元。

奖池方面，本期开奖结
束后，28.14亿元滚存至9月
16 日（周 一）开 奖 的 第
19108期。 （中体）

大乐透19107期开4注一等奖
筹集公益金1.05亿元

9月7日，广东省云浮市
新兴县凤凰广场激情绽放。现
场互动趣味游戏轮番上演，手
机微信摇一摇送礼品，现场购
彩还能做公益。云浮体彩正在
这里进行2019年广东“公益
体彩进社区（云浮站）”活动第
二场，在宣传体彩的社会公益
作用时，还为周边的市民朋友
带来丰富多彩的游戏活动和多
种小福利，给大家悠闲惬意的
周末再添一份喜悦。

本次活动从当日下午3
时一直进行到晚8时，现场
设置了体彩小知识问答、体
验即开票“顶呱刮”、互动游
戏等节目，其中“夹乒乓球”

“转呼啦圈”“踢毽子”等互动

游戏，不论大人还是小孩都
玩得不亦乐乎。为了聚集人
气，增强活动效果，给现场群
众送上更多福利，市体质监
测与运动建设指导站工作人
员来到现场，为周边市民免
费提供体质监测服务并指导
市民健康的运动方法。

广东“公益体彩进社区”
活动希望通过“一站式”宣传
服务让社区居民全面认识体
育彩票，切身感受体育彩票
的社会责任担当，巩固体育
彩票的公益公信正面形象。
市民每购买一张彩票，都是
在用实际行动支持公益事
业，每一份投注都是在助力
一个梦想。 （粤体）

广东云浮开展2019“公益体彩进社区”活动

“买彩票就是支持公益事业”

大乐透19107期开出：
05、09、19、27、35-02、03。

0字头：继续关注首位
号开“0 路码”。适当关注

“03、06、09”，另外，防“05”
继续重号。

1字头：重点关注“13、
15”。“13”与19105期“14”、
19102期“15”形成斜三连；

“15”与 19105 期“17”、
19102期“19”形成斜三连。
另外，适当关注“17、18”。

“17”与 19104 期“19”、
19100期“21”形成斜三连。

2字头：适当关注“22、
23”。“22”与 上 期“27”、
19106期“32”形成斜三连。

3字头：适当关注“34、

35”。
19108期号码参考：
前区：03、05、06、09、13、

15、17、19、22、23、34、35；
后区：06、07、08、09。

（阿正）

大乐透19108期：关注“13、15”

中奖彩票

“公益体彩进社区”活动现场。 图片来自广东体彩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