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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彩22选5第12134期开奖结果

“排列3、排列5”12134期开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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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双色球12058期开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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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彩民关先生口袋里总喜欢
准备一些零钱" 不多" 一般就几十
元"因为他总喜欢在路过投注站时"

随手掏出零钱花&#元买彩票" 没想
到这次出差途中的一次买彩" 他竟
以&#元意外中了%&'万元的大奖#

"月("日" 关先生和爱人一起来
到新疆福彩中心" 领取了双色球
!')&'"$期的一等奖"共%&'万余元"

其中单注奖金达#*+万余元"关先生
也成为和田地区的首注双色球一等
奖获得者#

关先生是喀什人""月%日晚"他
在和田出差路过一家投注站时"看

到站里人气挺旺" 习惯性地掏出!#

元钱买了一注彩票#

第二天一早"关先生路过另一家
投注站时" 看到门口挂着双色球中
出头奖的喜报" 好奇地凑了上去#

%听说中奖的人只花了!#元钱"我还
感慨"说那人的运气太好"根本没想
到会是自己# &关先生说#

随后"关先生拿出自己的彩票对
奖"他首先看到中奖的蓝球号是)+"

跟自己的号一样" 紧接着又看到红
球前两个号也跟自己的一样#

%当时"我有点蒙了"心想不会
吧"我不会那么好命吧' 可我还是很

紧张"没敢继续对奖"赶紧回宾馆上
网查询# 没想到真是我中了"我又蒙
了"半天才反应过来# &关先生哈哈
大笑#

中奖后"关先生立即打电话告诉
妻子"可直到他返回家"妻子还是不
相信他中了奖# 两人拿着彩票"又在
网上对了一遍" 还是觉得晕晕乎乎
的#%那晚我和妻子都睡不着"总觉得
这是不是做梦呢"结果你掐我一下"

我掐你一下"直到半夜三点才睡# &

关先生说#

关先生有五六年彩龄" 从不守
号"也不会研究走势规律"只是想起

来或路过投注站时"才会花!#元以双
色球*,!复式投注机选一注彩票#

%这中奖就是碰运气" 算来算去累不
累呀"我几乎都是机选"中了高兴"不
中也没事#不过我第一次买彩票就是
花!#元*,!复式投注的"结果中了"'

元"一高兴我就形成习惯"每次都买
!#元# &

关先生说" 他的生活条件不错"

有工作有房有车"所以他除了打算换
部好一点的车外"决定帮助一下夫妻
两个家庭的亲戚# 同时"他向新疆福
彩爱心工程基金捐款两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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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位于海口市龙舌路施达商场
铺面的')')-体彩投注站"这几天让
业主黎波李娟夫妇忙得不亦乐乎"

自从大乐透%一注彩票兑三次&活动
开始以来" 让他们本来就很热闹的
小小投注站更加沸腾起来" 许多老
彩民带着新面孔的彩民前来投注"

大家对体彩开展的活动是喜爱有
加# 小张花了)'元钱机选了"注彩
票"他说(%今天第一次来买大乐透"

之前不懂玩这个"听说现在搞活动"

一注彩民就有三次中奖机会" 这么
高的中奖率我一定要把握住# &

为庆祝大乐透上市五周年"国家
体彩中心重磅推出 %一注彩票兑三
次&活动"活动于!')!年"月!'日至.

月&/日期间进行"将持续)+期# 活动
自开展以来"受到我省广大彩民朋友
热捧"我省各体彩投注站超级大乐透
销售火爆#今晚大乐透将迎来超级大
乐透第)!'"#开奖"即%一注彩票兑三
次&活动首期开奖日"相信不少幸运

彩民将揽得大奖归#

活动期间"对大乐透每期开奖
号码均进行加)和减)计算"分别生
成%宝石号码&和%钻石号码&"即每
期大乐透产生 %常规号码&$%宝石
号码&和%钻石号码&三组开奖号
码"彩民在活动期间所购彩票享有
三次中奖机会#

每期衍生出的 %宝石号码&$

%钻石号码&将各设+个奖级"最高
奖金)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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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偶比( 近期奇偶码常规上
奖"本期偶数有望多出"主要看好!0

-组合防-0&组合#

区间比(上期开出&()(&#各区
之间上奖表现起伏继续波动"本期
关注比值)0&0&#

和值( 目前和值连续下滑"上
期降至#+点开出"本期和值走势有

望回升"和值落点)''点左右最佳"

重点参考#"1(("点之间出号#

一区(上期开连码2( 2!"本期
留意减少出号# 推荐号码2* (2#

二区( 上期仅开出一码(+"本
期注意区内奇偶码组合开出"参考
号码(+ (% !-之间出号!枚#

三区( 上期开出连码-- -+"本
期该区有望继续出号"推荐号码!*

!# -( -"之间出号!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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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期开出2- 2""近
期小数上奖不足"本期大小方面留
意常态组合上奖"奇偶方面严防偶
数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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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头奖%不当头"%不当尾"

少用%"-+"#.有头尾" 主攻+上奖#

两数合分*-#%"中肚数-+!.

^_#

+%

任选三(

(.%$(%'$(&,$.-,$.'&

.(+$.&%$%-,$%',$%&'

定位(.!!( (!!. %!!'

'!!% &,!! ,!-.

七彩码(

.&,(+&* (-%.+*& %-&',+!

'(-%+*& &,%'+!- ,(-.+&*

海南彩票一枝花"高手云集遍天崖#

南北两派显神通"百舸争流竞高下#

南派天涯驻三亚"海口北派是琼崖#

各领风骚出奇招"为争海南第一霸#

千舟已过万重山"拨开迷雾迎朝霞#

数万彩民齐高呼$给力)

此时惊动旁系派"纷纷亮相把擂打#

本侠见势已高涨"亲临现场把阵压#

一年一度擂台赛"尽数英雄佩红花#

本期选号+-.*#""主攻码是+.*#

二数组合+-$*"$.("还有!-和*##

任选三-+($.!"$#2-"主要还看*+.#

定位二(!+"! .!*! +-!!

*!!# !!"#

参考码(-+(# .!"( +-*"

-#2# (*(#

一$ 根据近期头奖走势分析看
上期码仍有数落入本期" 本期应以
2!-+".%为基数"重点主攻2+".%#

二$ 本期头围2!+." 重点主攻
!+.头"本期尾重点主攻2-"%#

三$

^_#

$*

(`a#

*

四$二数合*$""三数合2$(

五$二数组合(-%$+-$(%$.%

%,$-%$,*$(,

六$三字现(-%,$+.%$-(%$-%%

.(,$-%*$-%,$(,*

七$定位(-!!*$-!!%$-,!!

(!!+$(.!!$(!!*$,!!+$,!!%

八$参考码(

-%,*$-(+*$-,%.$(,*+

(.,+$(-%*$,.%+$,%-%

九$七彩码(-,%.,-%$-%,*(,+

(.,+%*($,%-%.,-

ijkl

本期头奖以.2#(%为基数" 主攻
双头双尾"双头以!2#为主"双尾以
2.为主"提防对数(.$2""兄弟数#%$

(2$"."双重数22$### 本期头奖头尾
合双"中单合单"后三数合*或合"

($总值范围!2.*+"以(*值为主
攻值#

!$本期头尾合.或合#"中肚合%

或合(#

-$分离数(+"-$(!%$#%-$(!+

+$

^_#

*/

(`a

/

"$任选二(&+$',$&,$,*$-'$&'

,$任选三(&,'$+-,$+,*

-,'$&+'$&,+

!$定位(-!!,$+!!,$'!!+

!&!,$!&'!$-*!!

'$参考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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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入围基数-"2#*" 重点主攻
-#"有个或合一个"2."为配数入奖"

主攻"$.$#头"-$+$.尾"头奖配数2#"

主攻兄弟数".$*#"对数2"$!*"双重
数--$**#

本期主攻头尾+或合2" 中肚合*

或合#"二数合+$*$#"以(%值为主值#

($

^_#

'/

!$二字现(.%$(,$.,$(!

.$三字现(

+.%$+'%$,('$+(,$!'%

($定位(,!!!$!!'($!!!.

%.!!$!+'!$+!!.

%$参考码(,!'(+%&$%+',!+-

'+(,!%&$,!+.(+-

支持公彩 打击私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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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一等奖中+注"

单注奖金(222万元!二等奖中!2+注"

单注奖金(#!+("元# 海南一等奖无
人中"中二等奖(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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