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28日，体彩大乐透
第19113期开奖，开出号码
03、11、27、34、35-01、02。
一位来自温州的幸运儿，通
过一张“7+3”复式票中得1
注一等奖、2注二等奖及其
他奖级若干，单票总奖金为
1127万元。中奖者是有多
年购彩经验的虞女士，得知
中奖消息后，她次日就“火
速”赶到浙江省体育彩票管
理中心领奖。

“真的很开心，多年购

彩，第一次收获这么大的幸
运，”虞女士表示，自己原先
是球迷，喜欢看比赛，后来在
朋友的带动下开始购买彩
票。“我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
购彩，想到的时候就去买，但
至于能不能中奖，也就顺其
自然。”

良好的心态，让虞女士
保持着购彩的理性，无论中
奖数额多少她都很开心，但
中千万元大奖还是头一遭。

“以往每次购买彩票，我都很

讲究号码的选择，首选一些
对自己有着特殊意义的号
码，”但这一次虞女士灵光一
现，少有地采用了机选方式，
结果无心插柳柳成荫。“感觉
这既是意外之喜，也是长期
坚持后的收获。”虞女士感慨
道。

还沉浸在喜悦中的虞
女士暂时还没想好如何使
用奖金，“我是个铁杆球迷，
有朋友建议我先去完成一
些最近的梦想，比如去欧洲

看五大联赛，但我不急着
用，还是先存起来再和家人
好好商量。”

此外，通过购买体育彩
票，虞女士积累了不少体育
知识，也结交了很多兴趣相
同的朋友，一起分享购彩经
验，“很多朋友都无私地分享
投注诀窍，让我受益匪浅。”
虞女士表示，以后会继续购
彩，收获幸运的同时，也为公
益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浙体）

机选中大乐透1127万元
温州女球迷火速领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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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彩票营

(第19267期)
基本号码 特别号码

03 05 13 20 24 29 10
奖级 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元)
一等奖 0
二等奖 0
三等奖 3 3651
好彩2 327 50
好彩3 450 493

南粤风采36选7

(第19115期)
红球号码 蓝球号码

04 10 11 14 15 29 05
奖级 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元)
一等奖 8 7126357
二等奖 137 155208
三等奖 1901 3000
奖池累计金额1023230427元

双色球

中奖号码 10
奖级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好彩１ 4432 46
鸡 220 15
夏 312 5
南 12 5

南粤风采“好彩1”

(第19267期)
中奖号码

排列３ 0 3 5
排列５ 0 3 5 4 4
奖级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一等奖 2865 1040
组选6 9700 173
排列5 21 100000

体彩排列３排列５

(第19267期)
中奖号码：8 9 8
奖级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单选 31749 1040
组选3 21472 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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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8 3 5 8 6
奖级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一等奖 1 500万
二等奖 19 15801
三等奖 229 1800

体彩7星彩(第19115期)

市体彩中心电话 ２６１３３５０

（开奖时间10月8日）

大乐透19115期：关注“31、32”

中奖彩票

杭州购彩者领走大乐透3635万元
奖金先存银行

9月30日，体彩大乐透
第19114期开奖，前区开出
号码“03、05、07、20、23”，
后区开出号码“04、11”。本
期是新规则上市后的第96
期开奖，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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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注头
奖，全部为基本投注一等奖，
单注奖金1000万元。3注
头奖分落河北、河南和湖南。

数据显示，河北中出的
1000万元基本投注头奖出
自邯郸，中奖彩票为一张
336元“8+3”复式投注票，
在中得1注一等奖之余，还
中得2注二等奖和多注其它
奖项，单票擒奖1148万元。

河南中出的1000万元
基本投注头奖出自鹤壁，中
奖彩票是一张“前区1胆11
拖+后区2拖”的胆拖复式
票，投注额660元，单票擒奖

1011万元。
湖南中出的1000万元

基本投注头奖出自怀化，中
奖彩票是一张2元单式投注
票，票面仅有1注号码。

稍微遗憾的是，由于没
有采用追加投注，来自河北、
河南、湖南的幸运儿在一等
奖方面均没能多拿80%奖
金，齐齐无缘1800万元的追
加投注头奖。

二等奖中出75注，单注

奖金 71.01 万元。其中 21
注为追加投注，每注多得奖
金56.81万元。追加后，二
等奖单注总奖金为 127.82
万元。

本期开奖结束后，体彩
大乐透奖池滚存 26.18 亿
元。国庆长假期间，彩票市
场休市7天，体彩大乐透将
在今日迎来下一期也就是第
19115期开奖。

（中体）

国庆假期前最后一期开奖

大乐透开出3注1000万元头奖

9月25日，体彩大乐透
第19112期开奖，浙江省杭
州市一位购彩者通过一张多
期倍投复式票，收获2注追
加一等奖及其他奖级若干，
由于他进行了追加，单票擒
奖总金额高达3635万元。

9月29日下午，这位幸
运儿来到浙江省体育彩票管
理中心领取了属于他的幸运
奖金。

这位中奖者姓陈，是杭
州本地人。陈先生说，他是
开奖第二天知道自己中奖
的。“开奖第二天路过彩票
店，发现店门口挂了横幅，心
想着会不会是我中了大奖。”
陈先生笑着说，“到了单位拿
出彩票一兑发现真的是我。”

陈先生当时就想来领奖，但
是由于工作太忙，又不太好
请假，所以才推迟了几天。

谈到得知自己中奖那一
刻的感受，陈先生有点不好意
思，他说，买彩票的人都会想着
自己有一天可能会中大奖，但
是其实也都是想想而已，他觉
得自己能中奖真是太幸运了。

对于奖金，陈先生还没
有想好怎么花。

“刚知道自己中奖的时
候还是挺激动的，想着要拿
着这笔钱环游世界。”陈先生
说，“过了这几天，整个人淡
定了，日子还是照常过，至于
钱要怎么花，要好好规划一
下。”所以，这笔钱，陈先生打
算先存到银行。 （浙体）

大乐透19114期开出：
03、05、07、20、23-04、11。

0字头：适当关注“03、
08”。“03”与 上 期“07”、
19113 期“11”形 成 斜 三
连。

1字头：适当关注“13、

19”。“13”与19112期“10”、
19109期“07”形成斜三连；

“19”与上期“23”、19113期
“27”形成斜三连。

2字头：适当关注“22、
24、25、28”。“22”与 19112
期“21”、19109期“20”形成

斜三连；“24”与 19113 期
“27”、19110期“30”形成斜
三连。

3字头：重点关注“31、
34”。“31”与19113期“27”、
19111期“23”形成斜三连；

“34”与 19108 期“32”、

19092期“30”形成斜三连。
19115期号码参考：
前区：03、08、13、16、

19、22、24、25、28、31、32、
34；

后区：06、07、08、09。
（阿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