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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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彩3D第15090期开奖结果

福彩双色球15039期开奖结果

号码：8 9 9

红球：01、13、15、26、29、30
蓝球：12

中国福利彩票
最新开奖

海南省中奖情况：单选中
18注，单注奖金1040元；组选
三中12注，单注奖金346元。

海南省中奖情况：一等奖
中1注，二等奖中1注；三等奖
中7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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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乐彩15039期分析预测七乐彩 实战宝典

男人总希望可以坚持不“泄”，
做个金枪不倒的硬汉子。可是，男
性功能障碍却一直潜伏在男人身
边，严重影响男性的自尊和家庭。
笔者在附属琼岛医院了解到，很多
男人认为自己的男性功能障碍是因
为肾虚，其实不然。据附属琼岛医
院男科专家介绍，导致男性功能障
碍的原因复杂多样，但归纳起来主
要有两种：器质性和心理性。对于
不同病因应采取不同的治疗方法，
否则适得其反。

对于继发性早泄，如包皮过长、
前列腺炎等原因导致的早泄不能一概
而论，须对症治疗。“当然，在导致
男性早泄的各种原因中，继发性早泄
已经不占主导，目前国际男科学界普
遍认为本病是以原发性因素为主，即
男性的生殖器背神经过多导致的。”
附属琼岛医院男科专家介绍说，正常
情况下生殖器背神经的分析应是2-3
根，可原发性早泄患者却多达8-9

根，导致对兴奋的高度敏感性，一旦
进行夫妻生活，很容易造成夫妻生活
时间过短，即男性功能障碍，对于敏
感神经过多导致的早泄，手术治疗具
有非常明显的效果。

性敏感神经检测仪
让男人检测犹如做B超

附属琼岛医院男科专家指出，
由于医学科技发展的局限性，很多
医院对原发性早泄的临床诊断无法
做到一步到位，诊断结果往往是依
据病人的主观感受下结论，诊断结
果不科学、准确。在治疗过种中，
未对症治疗，从而导致治疗结果不
理想。附属琼岛医院率先引进性敏
感神经检测仪，据了解，该项技术
在检测时，能将刺激强度、频率自
动记录的数据描绘成波形和图开，
并即时显示出检测结果。为判断患
者的第三神经分支的情况以及手术
预测提供准确的数据。

可逆性阴茎背神经阻滞术
让男人摆脱“早泄”

原发性早泄真的让我们一筹莫
展吗？不会。办法已经有了，而且
是一次就能将早泄了断的好办法
——“显微阴茎背神经阻断术”。附
属琼岛医院男科专家介绍，该技术
是建立在科学的人体解剖学基础
上，在保证阴茎背神经总体功能正
常的前提下，通过阻断支配阴茎头
的部分阴茎背神经的分支，降低阴
茎头的超常敏感性，提高射精阀
值，延长射精的潜伏期，达到治愈
原发性早泄的目的。

国内外相关手术临床数据表明，
该手术的安全性高，疗效确切，术后
病人满意度较高，手术过程只要15
分钟左右。该手术自引进我国后，经
附属琼岛医院男科专家进行了更深入
的研究与改良，使手术的有效性、安
全性有了更大的提高。

附属琼岛医院显微阴茎背神经阻断术助您回归幸福生活

男人“快”了到底谁的错
早泄的男人可查性敏感神经分布

为了您的身体健康，发现身体有不适时，请及时到正规医院进
行诊治，以免耽误治疗。如果您还有其他疑问，可以在线咨询我们
的专家或者随时拨打男人健康热线：66860999，QQ：
708989999 网站：http：//www.0898nk。com 让专家为您解
答。地址：海口市龙华区海秀中路103号凤凰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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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日，福彩3D第2015084期
开奖，开出号码“718”，全国共开出一
等奖8322注，外地彩民段先生（化姓）
火气爆棚，在湖北建始县出差的他也
不忘购彩，投注1006注，单注奖金
1040元，共揽奖金104万多元。

段先生是重庆人，从事建筑生
意，80后的他算得上是一名“年轻”的

“老”彩民，说“年轻”，是因为他刚满

28岁，上天给了他一份丰厚的生日大
礼，说“老”是因为他的“彩龄”已经将
近10年，而且技术老道。双色球守号
有8年之久，而且每期会根据奖池资
金来确定投注倍数，3D也是期期不
落，根据感觉来决定投注倍数。

当天，段先生出差到建始洽谈
生意，在宾馆安顿好后，怕下午洽谈
业务喝多了耽误购买彩票，他便提

前来到附近的42240037福彩投注
站，复制了双色球的守号后，便仔细
观察 3D 走势图。“上期开奖号
178，”段先生低声念叨，好像在思考
着什么，只听他说了一句：“个位上
的8是肯定的”，随后他便果断选定

“718”1000倍，站点业主还没听清
楚，段先生已将钱放在了桌上。店
主“手脚麻利”，每张票40倍，快速

出票了25张，段先生看手中还有零
钱，就又追加了6倍。店主问他怎
么打这么多倍时，段先生轻描淡写
的说：“今天感觉特好，希望建始之
行能给我带来好运”。

果然段先生在建始交上了好
运，3D当晚开出“718”，1006倍，段
先生轻松将1046240元揽入怀中。

（中彩）

男子为坐公交车
买彩票换零钱
竟中636万

3月31日上午8点40分左右，
重庆市福彩中心工作人员正在陆
续走进办公楼，准备开始忙碌的一
天。此时，一位30岁左右的男子和
一位50多岁的女子走过来，男子向
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透露，他是九
龙坡区中得636万元大奖的得主。

据了解，该男子姓钱，目前自
己在做一点小生意。3月29日上
午11点左右，他准备乘坐公交车，
想到身上没有零钱，于是便走进了
一家福彩站，花费56元，购买了一
注“8+1”小复式，没想到竟然中得
了当期头奖636万多元。

钱先生谈起选号的秘笈，乐呵
呵地说，“我走进去，拿了一张投注
单，随手涂了这些数字，哪想到居
然中了大奖。” （据羊城晚报）

80后突来感觉单砸一号码1006倍揽104万

龙头走势分析：近10期奇
偶比为6：4，奇数龙头近10期稍
微占优，本期关注龙头01 02；

凤尾走势分析：近10期凤
尾奇偶比4：6，偶数凤尾近10期
稍微占优，本期看好奇数凤尾
27 28；

首尾和走势分析：近5期首

尾和为 38-30-35-38-30，奇
数首尾和近期稍微占优，本期看
好首尾和29 30 31；

首尾差走势分析：近5期首
尾差为 22-22-25-20-24，偶
数首尾差近期占优，本期看好首
尾差23 24 26；

特别号码分析：近5期特别

号码开出为 29- 29- 07- 20-
17，奇数号码近5期开出4期，本
期关注特别号码范围为11-20
之间，关注4 6尾的开出，参考
特别号码14 16。

本期 10 码复式：02 08
09 13 15 16 18 20
22 27 28 （玩彩老头）

看好凤尾27 28

一区胆码：一区上期开出2
枚号码，一区上期出号正常，本
期关注正常开出1-2枚，本期一
区关注胆码01 02 05 08 09；

二区胆码：二区上期开出1

枚号码，近期二区遗漏5期以上
的号码有20，本期二区关注胆
码13 15 16 18 20；

三区胆码：三区上期开出4
枚号码，三区上期热开，凤尾上

期开出27，奇数凤尾连开2期，
本期三区关注胆码24 25 26 27
28；

10码复式：02 08 09 13 15
18 20 25 26 27 （亮彩）

看好二区胆码13 18

南国都市报4月7日讯（记
者 叶海声）双色球2015039期
于今晚开出中奖号码：01 13
15 26 29 30-12。

当期全国中出 7 注一等奖，
单注奖金高达7136054元，我省
海口市彩民有幸中得其中1注 7

百多万元大奖，成为今年我省中
得双色球一等奖的第四位幸运得
主。

据海南省福彩中心透露，这
注7百多万元一等奖，由海口市
海府一横路振兴南路武警铺面
4611080号投注站中出，中奖彩

票为5注10元的手工投注票。
双色球2015039期全国投注

总额为3.044亿元，共中出一等奖
7注，二等奖85注，三等奖1123
注。

我省海口市彩民除中得1注
一等奖外，海口市文明路 29号

46120013投注站彩民中得二等奖
1注，单注奖金219887元，中奖
彩票为5注10元的机选投注票。

另有我省彩民中得三等奖7
注，单注奖金为3000元。

中奖者的相关情况，本报将
予以关注，并跟踪报道。

海口彩民喜中713万大奖
中奖票为5注10元的手工投注票
中奖投注站：海口海府一横路振兴南路武警铺面4611080号投注站

二区杀号
12 15

七乐彩15038期开奖结果：
03 10 14 22 23 24 27 + 17

七乐彩15039期分析：
一区杀号：近5期一区号码

全部开出，本期一区参考杀号06
10

二区杀号：近5期二区未开
出号码为20，本期二区参考杀号
12 15

三区杀号：近5期三区号码
全部开出，本期三区参考杀号23
30

综合走势分析：02 04 09 13
16 19 20 24 27 28 （橄榄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