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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预测纯属个人观点，系

彩民玩彩自娱，据此选号风险自
负。

支持公彩打击私彩

概率红蓝杀
（双色球14058期推荐）

福彩3D第14136期开奖结果

本栏目所公布的开奖结果仅供参
考，不做为兑奖之依据，兑奖请以彩票
官方机构公布的号码为准。

号码：8 4 0

中国福利彩票
最新开奖

一、蓝球主攻双球 02、06、08、
10。杀单球13、15。

二、红球概率分析：主攻一单五
双，和值较大（100-130），区间分布
1：2：3。

1、小区 02、04、05、06、09、10、
11取1个

2、中区 12、13、15、16、18、20、
22取2个

3、大区 24、25、26、28、30、31、
33取3个

4、小区杀01，中区杀21，大区杀
32

三、1、单式投注：04、16、18、24、
26、31+02

04、16、20、24、26、31+06
2、复式投注：
15+3复式推荐：04、05、06、09、

10、15、16、18、24、25、26、28、30、
31、33+06、08、10

8+2复式推荐：04、06、16、18、
26、28、30、31+06、08

双色球14057期开奖号码：02
04 12 18 23 31+08，大小比3：3，
奇偶比2：4，012路比2：2：2。

红球分析：
区间划分：一区（01-11），二区

（12-22），三区（23-33）
一区间：上期开出号码02 04，

从近期出号走势情况来看，该区目

前出号显上升趋势，本期注意常规
出号，区内适当参考温码，主看0、2
路组合防1路参考1-2枚。综合推
荐03 05 09 10。

二区间：上期开出号码12 18，
目前上奖势头略有上升，上期该区
号码上奖2枚，本期该区有望上奖，
参考1-2枚为主，主看0、1路。综

合推荐13 15 16 20。
三区间：上期开出号码23 31，该

区出号势头略有上升，上期该区号码
上奖2枚，注意偶数回补，主看1-3
枚开出，重心分散，温码回补为主，推
荐24 27 30 31之间开出奖号。

蓝球分析：上期开出偶数08，
近10期大小比4：6，奇偶比3：7，

012路比1：5：4，本期留意大码，参
考奇数防偶数，主看 0 路码防 1
路。推荐03 07 10 15

红球：03 05 09 10 13 15 16
20 24 27 30 31

蓝球：03 07 10 15
心水一注：03 10 16 27 30

31+15 （谢尚全）

三区偶数回补双色球第14058期
分析预测分析预测

稳坐6 少用8
最少一码：059
最多一码：123
头围：0589 尾围：15679
中肚：4567 百位主攻56

本期主攻：0×76、5×76、
14×6

二数合：156 三数合：127
二数组合：07、06、67、57、56
任选 3：067、567、467、256、

146、475、156、236
定位 2：××76、65××、×

5×6×6×5、×6×7、×6×1
参考码：0617、0647、0576
1406、5376、5176

铁 57有码上奖，配38，16各
一码组成。

三字现：571，576，573，578，
513，518，563，568，713，718，

763，768，236，231，286，281
二字定 27/38xx，05xx27，

27xx16， 05/16xx， xx05/27，
xx49/16，

头 尾 范 围 ：270549 头 ，
162738尾。中肚有数3816，

四 字 直 码 ：千 270549，百
381605，十051649，个162738

本期前四位以16配034，两数
合2、7，三数合4、9，对数考虑16
或05，提防双重33、44或66，注意
0156取两数以上。铁卒13。

三字现：304、341、405、415、
603、613

定位二：×30×、×31×、×
32×、×40×、×41×、×42×、×
50×、×51×

定位三：× 304、× 314、×
325、× 405、× 416、× 426、×
504、×514

前四位：6304、9314、6325、
3405、3416、9426、3504、6514

“4 + 1”码 ：63048、93148、
63258

七星彩：6304874、9314874、
6325874

金码：［4］，银码：［2］。
三字现：423，428，473，478，

923，928，973，978；
二字定：4x2x，4x7x，9x2x，

9x7x，4xx3，4xx8，9x3x，9x8x；
直 码 范 围 ：千 832749，百

051627，拾832716，个051683；
包码范围：千位 830549，个

位 052783；
参考4573221，9028776绝杀

码：千16，百49，拾38，个49

本期范围码：千位1605，百位
0538，拾位2705，个位1649

二字定：13xx，18xx，63xx，
68xx，1x2x，1x7x，6x2x，6x7x

七 星 彩 前 四 位 范 围 ：千 位
1649，百位 3827，拾位 0516，个位
0549 重点包码：1649xx0549

三字现：120，125，170，175，
620，625，670，675

二字定：1X2X，1X7X，6X2X，
6X7X， 1XX0， 1XX5， 6XX0，
6XX5

七星彩：6375665，1820110

1、千位范围：012368
2、三字现：317、357、379、159、

139、157、179、379、
3、两定位：15xx、97Xx、06Xx、

60xX、24xx、x57x、X5X7、1xx9、
1x9x、7x3x、xx73、1x7x

4、三字定：157x、15x7、97x3、
x573、15x3、1x73、

5、四码范围：012368头、5790
百、2749十、258703尾

6、直码：1573、9753、0673

5 月 15 日开奖的双色球第
2014054期，福建中得1注高达615
万元的超值一等奖，大奖花落宁德福
安市金山南路5号福彩35032225投
注站，中奖彩票是一张“8+1”的复式
票，共获奖金619万元。

5月15日下午5点多，小芳来到
福彩35032225投注站，买了一张当
晚开奖的双色球第2014054期“8+
1”的复式票，买完彩票后她就和丈夫

一起到福州办事。晚上10点多回到
酒店后，她突然想起来自己买的双色
球彩票还没有对奖，于是就拿出彩
票，打开福彩网核对号码，没想到自
己彩票上的这组“8+1”复式号将中奖
号码“一网打尽”。小芳简直不敢相
信自己的眼睛，连忙叫来丈夫帮忙看
看。丈夫核对后，确定这张彩票真的
中了双色球一等奖，两人激动不已，
就在酒店的房间里抱着跳起舞来！

两人兴奋得一夜没睡，仿佛这次到福
州出差，就是为了领这个大奖似的。

第二天一早，夫妻俩一同来到福
建省福彩中心兑奖，小芳兴奋地把昨
晚发生的事告诉了工作人员。当工
作人员问小芳如何安排这笔奖金时，
她讲出了自己的想法。之前刚到上
海时，雄心勃勃开公司，“那时不知天
高地厚，以为钱很好赚，借了乡亲好
多钱开公司，后来公司倒闭了，又欠

了不少外债，心里一直都想着早日还
完外债，一家人踏踏实实地过日子。
这下好了，中了这个大奖，不仅可以
把外债还了，还可以拿一部分做金融
投资，余下的留着给老人和孩子吧，
毕竟上有老下有小呢！”

他们打算尽快调整好自己的心
态，向专业金融机构咨询一些资金规
划方式，待时机成熟时进行一些投
资。 （清云）

双色球14057期开奖号码：02
04 12 18 23 31+08，大小比3：3，奇
偶比2：4，012路比 2：2：2；蓝球2
路小码08。

红一区（01-06）：上期开出号
码02 04，目前区内出号势头有所
上升，近5期出号个数为0-3-1-
1-2，本期该区号码有望开出1-2
枚推荐03 05。

红二区（07-12）：上期开出号
码12，目前该区出号走势略有上升，
近5期出号个数为0-1-1-1-1，本
期留意该区号码开出，推荐07 10。

红三区（13-18）：上期开出号
码 18，目前区内出号势头略有上
升，近5期出号个数为2-0-1-1-
1，本期该区号码注意1-2枚码开
出，推荐13 15。

红四区（19-23）：上期开出号
码 23，目前区内出号走势略有上
升，近5期出号个数为2-0-2-1-
1，本期该区有望出号，主看偶数
码。推荐20 21。

红五区（24-28）：上期未开出
号码，目前该区出号走势略有下降，
近5期出号个数为1-0-0-1-0，本
期留意该区出号，主看奇数码。推

荐25 27。
红六区（29-33）：上期开出号

码 31，目前该区出号势头略有上
升，近5期出号个数为1-2-1-1-
1，本期该区号码有望开出号码，主
看偶数。推荐30 32。

红球推荐：03 05 07 10 13 15
20 21 25 27 30 31

红球三胆：15 20 32

女子中619万火速领奖
奖金先还外债

一区主看奇数

玩转七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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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海蛟龙 短信代码：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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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驿站 短信代码：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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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成真
短信代码：603

豪华“福彩帮”中786万
出手阔绰每期投2-3万

5 月 13 日 开 奖 的 双 色 球 第
2014053期，全国中出80注单注奖金
为38万元的二等奖，福建彩民喜获
22注二等奖，其中福州长乐市福彩
35010690投注站表现非凡，收获了
其中20注，经检索，中奖彩票是一张
5倍投注的“11+ 4”全复式票，这张
彩票共获奖金786万元，创下福建彩
市单票二等奖总奖金的最高纪录！

中奖的不止一人，买奖者是一个
由8名私营企业家组成的买彩联盟。
这8个大老板有搞工程的，有开工厂
的，年龄在30岁至50岁不等。他们彼
此之间是好朋友，常常在一起喝茶，
其中一位周老板特别喜欢买彩票，于
是就发动大家一起出资合买双色球，
提议一出，一个由8名企业家组成的
豪华阵容“福彩帮”便应运而生。

毕竟都是大老板，所以出手也都
比较阔绰，每期双色球都是买大复式
票，金额都在2万-3万元左右。每一
期的投注号码都是周老板和投注站
经营者共同研究后敲定的。

（据东南早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