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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万元到.,)万元! 再到
),,,万元! 进入-,))年后我省中出
双色球一等奖的奖金在不断攀升!

一注注重量级大奖相继降落我省!

引起了众多关注和轰动! 也点燃了
我省彩民购买双色球彩票的激情"

而除了几注一等奖之外! 此间还有
奖金含量同样不菲的二等奖穿插着
中出" 继上期海口中出一注),,,万
元一等奖之后!虽然在接下来的-月
--日第-,)),-,期双色球开奖中我
省未能连续中出一等奖! 但是中出
了-注二等奖!单注奖金&&万元"

据了解!当期我省-注二等奖分
别被海口府城和万宁彩民中得!两
张中奖彩票都是),元(注的自选单

式票" 其中海口府城的中奖地址是
在高登西街)(号福彩&',)),'(投注
站! 这是该投注站第四次中出双色
球二等奖# 万宁的中奖地址是万城
镇文化商业广场一楼金香水茶店福
彩&',*,,&&投注站! 该投注站也是
第二次中出双色球二等奖"

据悉!-月-$日下午! 海口府城
的二等奖得主业已现身兑奖" 据介
绍!中奖者是位海南中年男子!是位
生意人! 当天是开着小轿车过来兑
奖的" 据了解!得主比较喜欢购买彩
票!每期至少购买),,多元的双色球
彩票" 他说!只要有空他就会去购买
双色球彩票! 这次中奖的彩票只是
每期购买的十多张双色球彩票中的

一张" 他说!这十几张彩票是他每期
必买的号码! 是他以前机选出来的
号码! 后来每期就照着这些号码进
行跟号" 他的这种跟号方法跟上期
海口金龙市场),,,万元得主采取的
跟号方法是一样的! 只不过),,,万
元得主只跟了一期就中奖了! 而他
却跟了将近一年才中奖" 该得主在
当期双色球开奖后就通过手机短信
查询得知自己中大奖了! 但是一开
始他也是不敢确认中奖! 后来经过
多方查证后才确定真是中了大奖"

兑完奖后!该得主淡淡一笑说!这些
奖金只不过是他半年的花费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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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城大奖得主已于23日下午领取奖金4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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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

$ 实习生 %&' =>8?

% 我省
的双色球在今年年初显得十分给
力! 让两位获奖者都借着新年初春
的喜气! 分别在年前-月)日双色球
)),)&期获得.,)万元的一等奖金和
年后的-月-,日双色球)),)+期获得
一千万元的一等奖金& 虽然在长流
镇仅中出其中的一注.,)万元的一
等奖! 但两位幸运的获奖者同是海
口市长流镇人! 两次的获奖让长流
镇在椰城双色球界火了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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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位长流镇的市民分别中了
百万元大奖和千万元大奖后! 记者
-$日上午来到长流镇调查& 在长康
路! 记者看到这条熙熙攘攘的道路
上共两家双色球投注站! 有一家便
是在年初双色球)),)&期!.,)万元
获奖的投注站点& 这家投注站十分
简陋! 就在路边搭起一把大的遮阳
伞! 一张小木桌和一台购买彩票的
机器就摆起了摊子& 在摊子的前面
还立着一块牌子!上面也写着'本站
点双色球中出.,)万元&前来这个站
点买彩票的市民也非常之多! 记者
想突破人群对投注站的老板进行采
访都十分困难! 待到人群较少的时
刻! 才得以向前向投注站的老板了
解情况&

(买彩票的人多了!就连家庭主
妇也来买& )该投注站吴老板说!自
从该投注站中出.,,万大奖后!来买
彩票的市民越来越多!*没中出之
前!只有熟客才会来这里!过去一天
也就卖&,,,元到(,,,元! 现在可不
一样了! 最少也能卖',,,元到.,,,

元!尤其前两天!我们长流人又中了
),,,万!而且经过媒体争相报道后!

我这个站点更火了! 这两天平均卖
出)),,,元销售额+ ,在记者采访的
过程中! 时不时就会有市民前来买

奖和兑奖! 老板手上的活更是没法
停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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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逗留了近一个小时! 然而
投注站的人一直保持在-,个人左
右!买了走!走了又来买!有上到七
十多岁的老阿婆! 下到十二岁的小
学生! 全都是因为慕名来到这个站
点买彩票&

一位七十七岁的老阿婆向记
者! 她买双色球也就才买了两次左
右!之所以买彩票!是得知有人在这
里中过大奖& 一位身穿校服的)-岁
小女孩也告诉记者! 她也是闻风来
这个站点买彩票的! 自己自行准备
的&元钱买了彩票&旁边一位小摊的
老板说'*现在长流买彩票的人明显
增加!从没见过这种阵势!这个投注
站要是再来一期大奖就爆了& ,

记者还走访了这条大街上的另
一家双色球投注站! 投注站的洪老
板告诉记者! 他在这条街上卖双色
球是最早的了!已经有)(个念头了!

以前没有中奖之前他的投注站营业
额也就-,,,元到$,,,元左右! 自从

中奖后! 他的投注站营业额也相继
的有所增长! 就拿昨天那一期的营
业额来说!就能卖到(,,,元左右&老
板也说此次中奖之后! 对于长流镇
的双色球这个行业的利润也增加了
不少色彩& 记者在这家投注站点采
访时! 也看到时不时就会有市民来
买彩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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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两位长流镇的幸运儿获得大
奖后! 长流镇的双色球行业的销售
量是与日俱增! 买彩票的市民也更
是数不胜数& 一位王姓的市民告诉
记者!他也经常买彩票!从今年开年
到现在! 花在买彩票这块都已经将
近几千块钱了& 针对这股买彩票热
风的情况! 记者曾经向彩票中心的
工作人员进行了咨询! 彩票中心的
工作人员也表示过'*国家发行彩票
是为公益事业筹集资金! 彩民万万
不可把买彩票当做一种投资&,本报
记者也提醒广大的市民! 买彩票应
该理性去购买!不能盲目的去跟风!

应该以实际的劳动来换取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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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色球投注站热闹非凡，连续两天销量超万元

[[@AB\]IJ

^_`

%'(!)

&a_`

$&

'

^bc!

$'** $%** $*)* $*!*

**)& **!& $**& *'*&

abc!

$'*& $%*& $')* $%)*

*')& *'!& $'*+ $%*+

abd!

$') $'& )&' )&$

&%) &%+ &%$ +)%

ebc!

$)!& $%)& $')+ $%)+

$')& $%!$ &%)$ &%)+

当期号码点评'红球三区比开出
,/&/-!一区再次断出!从各区冷热码
分布形势看!可防一区小号冷码反弹
)0-个!三区大号亦有望持续多出&本
期同尾断出! 下期关注可有同尾#连
码开出)' ).!下期关注仍可有连码!

关注三连&红球奇偶比持续开出-0&!

下期关注$0$&冷热号码本期正常'开
出)个冷码-&& 下期的冷码球共有")

"( ". "* "+ )" )) )& -" -) -. -( $)

共)$个!冷球关注开出)0$个& !

()$

*+,-./012-34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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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球点评' 蓝球开出小冷码"(!

下期继续关注冷蓝开出&

))"-)期条件组初步分析'

+ )" -) -- $$ 条件"0) 重点"+

)" --

$ & )( )' -. -*条件"0)重点)(

-*

) )- )$ -& -(条件)0-重点") )-

-(

' . )* )+ $" $)条件)0-重点"'

)+ $"

- ( * )) )& ). -" -$ -' -+ $-条
件-0$重点"( )) )& -" -+ $-

本期蓝球条件看冷码蓝!蓝球大
范围'"- "$ "& "' "+ )) )&重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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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区'上期开出"枚红球!上期一
区出号走冷没有号码开出!本期留意
一区走势回温!看好开出奖号)0$枚!

推荐关注'"--"'-"*-"+

二区'上期开出&枚红球!上期二
区走势反弹强势回补!本期需防二区
出号降温转冷!看好开出"0$枚奖号!

推荐关注'-$--&--.-$)

三区'上期开出-枚红球!上期三
区走势仍平衡! 出号个数没能变化!

本期看好三区有转强的趋势!看好开
出)0$枚奖号! 推荐关注'-&--(--.-

-+

和值'上期和值开出))*点!大幅
上涨)'点! 本期看好和值下跌的迹
象!范围看好在*$0)"'之间"

胆码推荐' 金胆')$银胆'".铜
胆'-'

-"码大底'")-"--"$-"'-".-"*-

"+-)$-)&-)*--"-----$--&--'--.-

-*--+-$)-$-

缩水)(码'")-"--"'-".-"*-"+-

)$-)*-----&--'--.--*-$)-$-

精选)-码'"--"'-".-"+-)$-)*-

----'--.--*-$)-$-

推荐四蓝'"--"$-"'-"*

推荐三蓝'"--"'-"*

推荐二蓝'"'-"*

一码定蓝'"'

jklA!

"-12314,14.1$21$45,$

,-1,$1,'12&12*1-'5,-

,21,-1,'1-,1-$1-'5,'

2*1-,1--1-&1-+1$-5,-

,.1,+12$12&1-,1$-5,$

,-1,$1,*1,+1-'1$-5,$

,$1,*12*1-'1$21$-6,'

,'12&14414&1$21$46,*

,41,+14&14'14+1$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