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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等奖中"注!单
注奖金"'''万元!追加一等奖无人中#

二等奖%%注中! 单注奖金('!$(元#追
加二等奖%注中!单注奖金$))'+元#三
等奖"+'注中!单注奖金#'''元!追加
三等奖),注中!单注奖金!#''元"

2"#1%&!一$二$三等奖无
人中!中四等奖"注"

341567!

!"#$%#&""

8

9:;<=>?@1ABC

DEF# GHIJ1KLM$J

1NOPQRSTU=>?-

*IV%

!&

提款机
&WP

'(

X

!))"*

4YZ[\'

X]^!

+

(

)

(

&

(

"

X_^!

'

(

*

(

%

(

$

X`^!

!

(

)

(

,

(

&

ab!

!'-.+

cd!

/.

a

ef!

.

(

&

gf*!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最近! 我省中出双色球大奖
的火爆态势愈演愈烈! 继上期中
出!注双色球二等奖之后!在"'月
"#日进行的双色球第)'")"))期
开奖中! 我省又中$注二等奖!单
注奖金),万多元"

据了解!我省本期中出的$注
二等奖分别落在海口一家投注
站!和三亚两家投注站!其中三亚
一投注站独中)注"海口的中奖地
址是龙阳路)"!"$号铺面福彩
$#'"%"((号投注站! 中奖彩票是
一张自选!$!)元的-"!""- 复式
票! 该票除了中出"注二等奖之
外!还兼中$)注四等奖和!"%注五
等奖! 凸显了复式票中奖一大串

的效果!共中奖金!'$%'"元"这是
该家投注站自)''#"!(期中出一
注!"万元的双色球二等奖之后第
二次中出该奖项"

本期三亚市交通巷摩狄空间
福彩$#')''$#号投注站中出二等
奖的彩票也是一张复式票! 是自
选%#元的-+""-复式票!该票除了
中出"注二等奖之外!同时兼中")

注四等奖和"%注五等奖! 共中奖
金),%%'"元" 和上期三亚中出二
等奖的投注站一样! 这家投注站
也是中过双色球一等奖的投注
站!曾在双色球第)'""'$)期中出
过一注+%)万元的一等奖"

本期三亚另外一家投注站则

中出)注二等奖!地址是南新农场
南新街)%%号福彩$#')'"%+号投
注站!中奖彩票是一张自选%注号
码的单式票! 得主采取)倍投注!

即该得主共花了)'元就把)注二
等奖共%+万多元的奖金收入囊
中"

据了解!双色球第)'")"))期
是今年双色球)亿元派奖活动的
首期开奖! 由于奖金只派给一等
奖!所以本期我省$注二等奖未能
分享到派奖的胜果! 但是还是增
强了我省彩民购买双色球彩票的
信心!还有!,期的机会可以实现-

)元可中"%''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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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三亚市彩民
王先生在三亚市天山大厦体彩
乐吧玩飞鱼时! 一天内#次中
(飞鱼)游戏任选三!共获得+'

万元奖励"喜事还在后头!根据
该体彩乐吧的促销方案! 一天
内买中(飞鱼)#次直选三!除喜
得奖金外! 体彩吧还奖励一辆
价值"#万元的丰田卡罗拉轿车
给他"这是,月",日王先生在该
体彩吧喜中$'''注(飞鱼)游戏
任选三! 一举斩获!'万元奖金
后!第二次喜获大奖" 这几天!

只要这位被体民冠以(任选王)

美誉的王先生一到体彩吧!就
有许多彩民围在他身边! 参考
他购买(飞鱼)方法"

据该体彩乐吧欧店长介
绍! 王先生是土长土长的三亚
人!年龄约$'岁左右" 据其介绍!

由于做生意的关系!他并非每天
都在三亚!但只要回三亚一有空!

他就到体彩乐吧玩(飞鱼)游戏"

刚开始!王先生对(飞鱼)只是了
解!所以只根据自己心愿购买(飞
鱼)彩票!并没有深入研究" 后来
他看到其他彩民仔细研究后!中
奖机率要高得多!他也自己摸索
了一套规律!没想到幸运却经济
光顾他!已经两次中奖奖金超过
!'万以上"

,月",日晚上!王先生早早到
体彩乐吧!但开始几期没中!他就
开始不断地重复投注!并且每期
都在上一期的基础上加大投注倍

数" 直到")',","'%期!王先生大
胆地投注了$'''倍!结果当期开
出(+)$)!王先生终于把酝酿已
久的大奖拿下!足足有!'万" 许
多彩民看到后!纷纷围在他身边
参考$购买"

"'月"#日早上!王先生又早
早来到体彩吧!静静地坐在那里
研究(飞鱼)规律" 经过几期擦肩
而过后! 幸运之神再次与他握
手" 上午!王先生先后采用倍投
方式三次中了$$万元" 中午稍为
休息后!王先生继续兴味盎然地
玩他的(飞鱼)" 没想到!玩到晚
上""点钟左右! 他又先后!次中
了近$'万元奖金"

天山大厦体彩乐吧根据会
员当月促销方案!如果某位彩民

一天内买中#次直选三!其中有)

次连中! 一注投注金额在!''元
以上!除喜获奖金外!还赠送一
辆价值"#万元的丰田卡罗拉轿
车" 当广播播放王先生一天内喜
中+'万元奖金!且获得一辆轿车
后!现场所有彩民立即围在他身
边!羡慕之余连连向他讨教购买
方法"

据了解! 为感谢彩民的支
持!目前!三亚市天山大厦体彩
乐吧推出一系列奖励措施$;<

=> %

" 如一天内买中!次直选
三!一注投注金额在!''元以上!

除奖金"!万多元外!还奖励电动
车一辆" 此外!还明笔记本电脑$

平板电脑$时尚自行车$手机等
奖品"

MNO)<=PQODG$!R

STUVWX9YZO[\]"#R^_`

"'月"#日晚!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
戏进行第)'")"))期开奖!当期双色球头奖
开出#注!单注金额,'+万元&含加奖'" 二等
奖开出"''注!单注奖金),万元" 计奖后!双
色球奖池蓄水至".,#亿元"

双色球第)'")"))期开出的红球号码
为")$"!$",$))$)+$),!红球三区比'*$*)#

大小比$*)!大号占优势#奇偶比!*!" 当期
红球开出两组同位码")和))$",和),!还开
出两组二连码")和"!$)+和)," 蓝球则开出
重码""!当期末等奖开出(')万注"

当期双色球开出#注头奖! 单注奖金
,'+万元&含加奖'!被山西$江苏$浙江$福
建$广东&不含深圳'$深圳彩民分享"

第)'")"))期双色球全国销量为!.)%亿
多元!当期是今年双色球游戏启动)亿派奖
以来的首次开奖" 下期双色球游戏将继续
实行派奖!彩民朋友将有机会)元中得"%''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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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蓝球主攻双球)$$$#$+"

杀单球"!$"%"

二$红球概率分析*主攻二
单四双!和值较大&"''/"!''!区
间分布"*)*!"

"$小区'"$')$'!$'$$'%$',

取"个"

)$中区")$"$$"#$"($"+$))

取)个"

!$ 大区 )$$)+$),$!'$!"$

!)$!!取!个"

$$小区杀'+!中区杀"!!大
区杀)#"

gmno!

'"$")$"#$)+$!)$!!0)

'%$"$$"#$)+$!"$!!0$

pmno!

"!0)复式推荐*

'"$'%$")$"$$"#$))$)$$

)+$),$!'$!"$!)$!!0#$+

+0!复式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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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据江湖传闻!有一股专门偷
袭私彩的别动队近日已潜入海
南岛!进行攻击私彩活动!据传
说! 上期他们仅用三组号码!就
让某地的私彩商连声叫苦" 本大
侠接令潜入这支队伍之中!观察
他们活动规律" 其间本大侠发
现!这些人具有高手段!精密仪

器加上高智商!最后查明这中国
彩票总部二情站培养训练出的
一支别动队" 之中有个叫灰狐狸
的悄声告诉我! 本期千位稳坐
%'!百位)!十位#"!个位!)一码!

根据分析!本大侠略作修改并组
成程序" 请看*

!两数组合*

)%$#$$)!$"($'+

"任选三*

)"%$$'#$)!,$$%($"+)

#定位二*

%##! #)## #)#!

%### ###$

$前四码参考*

%)#! $)") '+$$ !,"'

f g h

](q4@r

"位的'$)位的)$!位的)$$

位的+$)!位和值$$)!位和值$#$

"!位和值)!#$)!位和值"$#"

_(94so!

"$第一位的"$!$%$($,#

)$第二位的'$)$$$%$($,#

!$第三位的'$)$!$%$($+#

$$第四位的%$#$($+$,"

`(tuv4cdso!

"$"$位和值# &!#期'$")位
和值'&!(期'$)!位和值#&!'期'

)$")位和值', &)$期'$)!位
和值"#&)!期'$"$位和值!#&)$期'

!$大##双&"!期'"

$$")位和值'$,&)$期'$)位
的$%,&"#期'"

%$直码*单双单单&$'期'$小
大小小&+'期'$大大大小&#(期'

#$ 小大小#&)%期'$ 单双
单#&))期'$单#单双&))期'"

i5)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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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头围')!#!重点主
攻')!头!尾重点主攻'$%#"

三$铁卒'$!稳坐$

四$二数合#或(!三数合+或'

五$ 二数组合*'!$'$$!$$

"$$!#$'#$$%$)!

六$任选三*'!$$"$%$")$$

'$%$!%#$"!#$)$%$'!%

七$ 定位二*'##$ '###

'#%# )##% )### )##' !##%

四数参考码 *'!%$ '#!%

'$%# )#'% )$"# )"$% !"$#

!#"%

七彩码*'#!%+%) '$%#",!

"'月"(日!财政部网站发布公告称!,月
份!全国共销售彩票)'%.")亿元!比上年同期
增加+.#+亿元!增长$.$1" 其中!福利彩票机
构销售""+.!(亿元!同比增加,.#+亿元!增长
+.,1#体育彩票机构销售+#.(%亿元!同比减
少".''亿元!下降"."1"

据财政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月至,

月份!全国共销售彩票"+,$.(+亿元!同比增
加!"(.")亿元!增长)'."1"其中!福利彩票机
构销售"""'.(#亿元! 同比增加",!.'%亿元!

增长)".'1# 体育彩票机构销售(+$.')亿元!

同比增加")$.'(亿元!增长"+.+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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