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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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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彩七星彩第12106期
开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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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一等奖&注中%

单注奖金($$万元" 二等奖&)注
中%单注奖金*$**)元$ 海南一&二
等奖无人中%三等奖#&注中$

海南4+1第12106期
开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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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注-定位"中$

注-定位.中&注%单注奖金&.$$元"

定位*中"*注%单注奖金&.$元$

)月(日晚%超级大乐透第&*&$"

期我省彩民中得其中*注二等奖%可
惜没有进行追加$这*注二等奖被位
于海口市振兴南路武警铺面&%号商
务中心的$&$(*体彩网点的彩民中
得$近日%幸运彩民杨先生"!"#独
自一人来到省体彩中心兑走了高达
"(万元的奖金$

中奖的杨先生%六十多岁了%看
上去温文尔雅%说话斯文$ 据了解%

杨先生退休前在某燃气公司做管
理%退休后%有时间就想着去买上几
注大乐透等体育彩票$ 谈及此次中
奖%杨先生说%这多亏了他选了一张
复式票$ 此次杨先生凭借一张&*%

元的+/,.+复式票%擒得*注二等奖&

&注三等奖&&注四等奖&&注五等奖
和&注八等奖%总计"(万元的奖金$

杨先生是超级大乐透的老彩
民% 自超级大乐透在我省上市起就
坚持购买% 可是他却并不懂得怎么
选号%他说彩票中奖全凭运气%所以
他一般都是机选% 刚开始是单式投
注%渐渐地他钟情于复式投注$杨先
生表示%自己平时购买超级大乐透%

遇到心情好的时候就会多投注一
些%他一般会倍投和追加%如果心情
一般%就少投注一些%每次投入都会
控制在一百多块钱以内% 没想到这
次一举擒获了"(万元的超级大奖$

杨先生说%这次要不是复式投注%就
可能和二等奖擦肩而过$

杨先生并没有第一时间知道自
己是否中奖%杨先生说%他一般买完
彩票就随手放到钱包里% 有时候就
忘记去兑奖了$第二天中午%李先生

来到一家体彩网点购彩% 他想起昨
天还买了一张% 就拿出来让销售员
在终端机上兑一下% 没想到销售员
大叫了一声'+中了%好多啊( +杨先
生看到中奖数字后也十分惊喜和兴
奋)

虽然坚持购彩% 但是杨先生却
拥有一个很好的购彩心态% 他从不
痴迷$中了大奖之后%他也表现得非
常沉稳$ 杨先生说'+不中奖也不无
所谓%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能
买多少买多少$ +良好的心态&长期
的坚持购买成就了杨先生的幸运$

杨先生说拿着这笔钱% 他还会继续
支持国家公益体彩$ 今天又到大乐
透开奖日%彩民可通过合理倍投&追
加和复式投注%实现自己大奖%甚至
巨奖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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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以*.'$/为头奖基数% 重点
考虑.%$)一个或合一个%*(%为配数
入奖$

本期主攻"&&$头%(&*&%尾%注意
二单三双结构配$%% 主攻兄弟数*.&

/'%对数$(&*/&.'%双重数**或((

本期头奖头尾合)或合%%中肚
合$或合(%后三数合/或合*%主值为
&"值$

&&铁卒'./%稳坐.

*&二字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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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尾以"&$&%为主% 注意对数$(&.'%

兄弟数(%&."%双重数应考虑**或..$

本期头奖头尾合单%中肚合双后
三数合'或合.$ $.%有一至二码%"&.$

铁定有一至二码入奖$

&&$(*/最少死二码%*$.为配数
入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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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分离'$/&/)&&*&*)

(&三数分离'$/&&/).&%*"&*)(

%&铁卒'('%稳坐(

/&二字现'*$&$(&*'&$%&(%&*%

'& 三字现 '*$'&$(*&*'%&$%'&

(*'&.*'&('%&$('

)& 定位'(!!"&!&!"&!!.$&&!!

""

(!!$&!(*!&(!!%&&!!%

&$& 参考码 '(*$"&(&*"&&(.$&

&*%""

(*%$&&%*%&($'%&&'(%

&&&七彩参考码'

(*$"*).&(&*"$*$&&(.$'(*"

&*%""($&(*%$'($&&(*%$'*

海南彩票一枝花%高手集遍天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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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琼崖%天涯
此时惊动旁系派%纷纷亮相把擂打
一年一度擂台赛%尽数英雄佩红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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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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基数%重点主攻$.(%/

二&本期头围$!(%重点主攻$!(

头%本期尾重点主攻."%/

三&铁卒.%%稳坐%

四&二数合%或)%三数合/或(

五&二数组合'

./&.%&(%&.(&$.&%/&$%&!%

六&任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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