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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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78期开奖结果

号码：1 4 1

中国福利彩票
最新开奖

海南省中奖情况：单选中
9注，单注奖金1040元；组选三
中6注，单注奖金346元。

蓝球区间回落

双色球 实战宝典 双色球第15077期分析预测

红球胆码0921

十万八万

短信代码：696

办资质房产项目清算
可研报告变更注销做账工商税务审计
验资评估 66759551、18976970676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3637596586

工商注册 年检 税务 做账
房产开发资质 物业资质 园林建筑资质
海口市 66662131 18976579996

房地产开发资质、物业资质咨询
68554838 18976504151国贸玉沙路富豪大厦

工商注册税务变更记账
各类资质许可证 验资审计咨询
国贸城市精英A1101房66660908 13647556608

房地产物业资质咨询
工商注册 省外企业驻琼备案
海南晟昱实业公司13379869670

专
业

税务注销 公司注册
华能大厦1018房

18976570099 66784500

英语数学补差
如果久学不成，不如从头补起
本松私熟：国贸富豪大厦13016205005

魏老师英语辅导
小学、初中、高中小班制一对一。
电话13178968991南大桥申鑫国际广场A1604

二十年在职优秀老师辅导
一对一可上门。高、中考提分冲刺班，各年
级辅导班，30元/时起，可试听13036034439

新概念英语背诵
逐词逐句精解,全文引导背诵.65390841

名师吉他教学
海口青少年宫，白龙南，国家专业吉他教师，13876699643

直对中高考
山东大学老师带你攻克英数物化生，
严格筛选，重点辅导！13876820717

田教授钢琴教学
①钢琴（1-10）级教学；②钢琴即兴伴奏。地点：龙
华路大千琴行二楼4号琴房,电话：15248930288。

10天会K歌
海大老师授课（唱歌钢琴等）66666154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3647576863

专攻贪玩厌学，苦学无效，苦补无
效，培优补弱，中小学学习方法指
导及心理辅导。2014年中考最高
分 756 分，高考最高分 834 分
（理）。特色课程：小初高全科1对
1辅导；中高考一年制签约上名
校；2015暑假全日制托管；初升高
衔接预科班。郭 13976996417

治
贤
教
育

王老师英语13976609237
音标起步，语法汇总，词汇方法记忆，初一初二，
初三衔高一，课本同步。龙昆南苏宁电器旁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8689995651

装修送智能家居
13322001852（李工）

沙发翻新
工厂：海秀中路 68922205

金沙娱乐场
百家乐.七星彩等游戏！
详情请进入 www.999969.com
注册会员可送 现金100元现金投注！
开户首存1000元送600。期待您的加入

全程由第三方支付担保，客服热线：4000839058

晨日鑫辉装饰公司
15501782223

北京二锅头散酒坊
正宗国营 中华老字号

www.egtjf.com 400- 006- 1163

其他信息超市
请看20版

广告热线电话：66810111 66810228

海口地区发行站办理《海南日报》、《南国都市报》、《特区文摘》、《证券导报》、《法制时报》等报刊的征订、投递、零售和会议用报等业务，办理分类广告、夹页广告及其他业务。

海口区域18976566883 东部区域13976322100 南部区域 18976292037 西部区域13876071190

温馨提示：信息由大众发布，消
费者谨慎选择，与本栏目无关

本栏目与南国都市报数字报
ngdsb.hinews.cn 同步刊发 联

系
电
话

市
县
广
告

文昌13307616119
琼海18976113800
万宁13976065704
定安13907501800

屯昌13907518031
琼中13907518031
三亚13976599920
乐东13807540298

陵水13976578108
保亭13876620309
五指山18689861608
儋州18876859611

东方13907667650
澄迈13005018185
临高18608965613
昌江18808921554

宋老师阅读作文
24年教学经验14年培优品牌，专注专业，免费试听
授课地址:1.海垦2.龙华13700493089宋

田老师数理化英
7月12日新高一，高二，高三夏令营
开营，资深名师授课。15120648985

海大家教
本校唯一设立机构，专业+方法+经验+责任，小
初高各科，1对1上门辅导，老师18489875231

海大海师家教
专业辅导小学初中高中各科、10年品
质值得信赖。张老师18089803849

代办劳务、园林、建筑资质
安全生产许证13278996678

零元注册
低价做账、报税、注销
龙昆南和信广场66751360,18689989762

近日，宁波彩民解先生现身宁
波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兑领了809
万元奖金。他仅用了10元钱自选了
5注“双色球”号码，便收获了1注

“双色球”一等奖、3注“双色球”三等
奖、1注“双色球”四等奖。

据了解，解先生每周最多只投
入30元钱购彩，每次购彩之前虽然
做足功课，但此前从未中过大奖，连
200元钱的小奖都不曾中过一次。6
月25日，解先生认为自己近期运气
不佳，想换一家彩票投注站碰碰运
气，便来到了余姚阳明东路465号剑
江村编号为33025715的福彩投注
站。根据投注站内的走势图， 他选
择了5注含多个冷号的“双色球”后
就离开了。“当时我感觉99%会‘全
军覆没’，但没想到的是成了另外的
1%！”当做梦都不敢想的大奖真的降
临到自己 身上时，解先生直言这

份心情真的难以平复，他说：“这半
辈子我做了太多错误的选择，但选
择购买福利彩票绝对是明智的！”

为什么明知没有把握还是选
择这五注号码呢？对此他解释说当
时只是想碰碰运气。也许是对自己
选的号太没信心，当期开奖后解先
生并没有像往 常一样上网查询
开奖号码，也没有去站点核对，所
以一开始解先生完全不知道自己
中了大奖。直到两天后，解先生上
班途中路过投注站看到投注站门
口的充气拱门上 印着中出一等
奖的消息，他好奇地走近一看开奖
公告，才感觉自己好像中奖了。“起
先觉得号码很眼熟，估摸着 3000
块奖金是跑不了的！午休时我翻出
彩票仔细 一核对，这一等奖、三
等奖、四等奖都在我这张彩票上，
我当时脑子一片空白，只听到自己

的心跳声！”解先生回忆着当时的
情景。

中了大奖是运气，解先生表示

已经跟家人商量过，等时机成熟再
对奖金作详细打算。

（新 彩）

买福彩绝对明智！
男子10元命中双色球809万

和值分析：上一期和值未开出反
弹向上的线路，和数值回落至89点，
首尾号和值也顺应开出温态数值28
点，从近期的和值落球分析，未来一
期有望回升至100点附近。

3、复隔中号码看点：075-076
期连续开出复隔中比值1：0：5，同属
于复隔中比值的第二区间，我们观察
30期内双色球复隔中走势图，发现
在 064-065 期也发生过类似的现
象，最新077期看复隔码升温表现，
有望在第六及第七比值区间开出。

推荐蓝球：（和17定蓝法：把蓝
球两两组合使得相加和等于17。例：
1+16=17。此法可以把16个蓝球划
分为8个区间）

上一期笔者预测蓝球09准确，
蓝球在第八区间仅相隔一期再度开
出，未来一期留意蓝球区间大幅回
落，关注遗漏6期以内的区间表现。

绝杀3蓝号：02，09，11
定红球三码：02，03，21
10+3缩水方案：02，03，05，09，

13，16，20，21，26，32+04，12，15

红球分析：和值85-115，三
区比2：2：2。本期关注重复1枚，
连号2枚。

红一区：5期出号个数3/2/2/
2/3，一区上期开出3码，近期出号
反弹，龙头关注01 02。

红二区：近期出号总体平稳，
本期看好常态出号，推荐2码，关
注号码19 21 22。

红三区：5期出号个数1/2/3/
1/2，三区上期开出2码，近期推荐
2码，凤尾关注31 32。

红球3胆码：09 21 32

蓝球分析：蓝球开出大号09，
出号转向大数区，近期小数出号
反弹，本期重点关注大数区号码
回补，参考1 2路号码。

15077期蓝球4码：
03 11 13 15。
12+3复式：
01 02 06 09 11

16 19 21 22 26 27
32 + 11 13 15

缩水9+2：
02 09 11 16 19

21 22 26 32 + 11 13

根据近期规律特点，推出铁率：
98防34，7、6值

A+B+D=8/3、B+D+C=2/7
A+B+C=2/7、A+C+D=3/8
A+B=5/0、C+D=0/5、A+D=

6/1；B+C=9/4、A+C=0/5、B+D=
5/0；A=827、B=964、C=589、D=
123

三字现：
589、259、258、036、029
457、579、544、168、136
定位2：
89XX、 XX57、 8XX3、

69XX、 49XX、 94XX、 70XX、
X9X6、01XX、59XX

定位3：
895X、 X952、 X926、 59x6、

X902、 X457、 X099、 X544、
X186、X631

参考码：
6957、 8963、 1815、 0926、

4902、9457、7099、6906、0186
4+1码：6957+6
七星彩：69576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