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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太太偏爱自己选号购买双色球彩票

闲逛中买回519万大奖

“铁杆”彩民买彩16年每期100元终获回报

倍投5注揽下317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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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列3、排列5”16069期开奖结果

3D：995 5D：99536

超级大乐透16030期开奖结果

10、19、21、29、33+04、06

中国体育彩票
最新开奖

■海南移动手机拨打：
12590389+大师代码

■海南联通手机拨打：
116322889+大师代码

■海南电信手机拨打：
1183283559+大师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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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可通过短信代码正常查询其最新预测
信息。短信平台实时更新，给您不一样
的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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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网通
短信代码：612 码开富贵

短信代码：624十万八万 短信代码：696 移动拨：12590389696
联通拨：116322889696
电信拨：1183283559696

根据近期规律特点，推出铁率：60防

15，5、0值

三字现：126、006、689、668、467、662、

056、648、366、246

定位 2：66XX、65XX、64XX、63XX、

62XX、61XX、60XX、69XX、68XX、67XX

定 位 3：612X、600X、698X、686X、

674X、662X、650X、648X、636X、624X

参 考 码 ：6629、6506、6483、6360、

6247、6124、6001、6988、6865、6742

4+1码：6360+1

七星彩：6360146

两数合16，49配27，重点考中间合位

合16

三同上：240，244，249，029

定 位 ：05xx49,05/27xx,05x49x,

xx49/49，x27/49x,x27x49

三定：024x,524x,07x9，05/27x49，

05x49/49

直码:0249，5244，0749，05/27/49/49

本期以13089为基数，039至少上

一码，杀061头，稳坐3，二数合179；三

数合017；四数合048

三字现：389、377、365、353、341、

089

定 位 2：38XX、37XX、36XX、

35XX、34XX、83XX、82XX、81XX、

80XX、89XX

定位3：389X、377X、365X、353X、

341X、834X、822X、810X、808X、896X

定位 4：3890、3777、3654、3531、

3418、8345、8222、8109、8086、8963

双色球第16019期一等奖井喷51注，

单注奖金519万多元，陕西省彩民喜揽两

注。其中安康一等奖诞生自汉滨区市委对

面福彩61240095号投注站，中奖彩票为3

注单式自选票，注注有奖，除第三注中得

当期头奖519万元，为该省拿下今年第5

注双色球一等奖外，还分别收获了四等奖

及五等奖各1注。3月1日，幸运得主吴老

太太（化名）在老伴的相扶相携下，来到

该省福彩中心兑领了奖金。

吴老太太年过花甲，安康人，福彩超

资深彩民。据介绍，老太太自1995年的大

奖组时代开始玩彩票，连电脑票也都玩了

十好几年。老太太近年只玩双色球，偏爱

凭感觉自己选号，状态好时就买，每次投

入不超过20元，就这，老头子还笑称把老

两口的积蓄都快花完了。

关于投注方式，老太太坦言曾试过一

段时间机选，但感觉效果不够理想，又认

为自己来决定比较靠谱，于是就开始了自

己选号，奖金以5元和10元的小奖居多，

也曾中过两回200元的四等奖，但具体中

奖时间已经记不清楚。

2月20日晚上，老太太晚饭后闲逛路

过安康市委对面福彩 61240095 号投注

站，翻出先前写好号码的纸条，让销售员

帮打了票，就揣好彩票继续闲转悠去了。

等第二天路过那家投注站时看到悬挂

有中奖横幅，一边心想着谁这么幸运的，

一边打电话让老伴拿彩票上网核对开奖号

码。后来老伴催促让买完菜赶紧回，到家

后老太太才得知竟然是自己中了一等奖。

不了解兑奖程序的老两口以为省数据中心

核对啥的要有个过程，加上也想让彼此的

心情都好好平静一下，按捺住激动的心情

不表，还是像平常那样该吃吃该睡睡该玩

玩，隔了好几天，才一道前来兑奖。

兑奖时，老两口非常默契地办理完毕

所有手续，还异口同声地请求做好保密工

作，均表示中奖这事只老两口知道，也没

敢告诉娃们及其他亲友，也真心只想安安

分分过好平静的生活。 （新彩）

个人观点：铁率27，有码05；头

尾数27/38、中间数49/05

两字定：X45X、X40X、X95X、

X90X、2XX8、2XX3、7XX8、7XX3

三 字 现 ：234 235543 542

098 097 789 780

三 字 定 ：245X、740X、295X、

790X、X458、X903、X453、X908

四 字 定 ：2453 7408 2953

7908 7458 7903 2908 7453

南国宝码
短信代码：616

本期概率分析推出，第一位为：

1627；第二位为：0169；第三位为：0276；

第四位为：1638；重点16头38尾，1267

站中肚；稳坐18，防36

三字现：167、155、143、131、129、

678

定位：1X7X、1X5X、1X3X、1319、

1296、6X2X、6X0X、6X8X、6X6X、

6X4X

三定：1X78、1X55、1X32、1X19、

1X96、6X23、6X00、6X87、6X64、6X41

直 码 ：1678、1555、1432、1319、

1296、6123、6000、6987、6864、6741

3月7日一大早，两个中年男子低调地

走近了江西福利彩票发行中心的兑奖室，

拿出的彩票却让工作人员无法淡定——20

元的5倍6+2复式投注，期号是2016023

期，没错！就是那张中了福彩双色球5注

一等奖和5注二等奖，中得3170万元大奖

的彩票！

据大奖得主刘先生（化名）介绍，他

是福彩的“铁杆”彩民，购买福利彩票已

经16年了，每期控制在100元左右。他

说，他喜欢选号时的乐趣，开奖前的期

待，和中奖后的喜悦，可以说购彩是他唯

一的爱好。

刘先生还告诉记者，这笔钱不仅让他

自己的生活质量得到了根本性的提高，而

且整个家族的生活都能得到很大程度的改

善。刘先生最后表示说，是福彩给他带来

了这么好的运气，他将继续购买福利彩

票，不为中奖就为奉献爱心，传递幸运。

（郭丽云）

体彩沙皇 短信代码：101 移动拨：12590389101
联通拨：116322889101
电信拨：1183283559101

稳坐05防49，二数合492；三数合216

三字现：056、044、032、020、018

定位二：50XX、59XX、58XX、57XX、

56XX、05XX、04XX、03XX、02XX、01XX

定位三：501X、59X0、58X7、57X4、

56X1、05X8、04X5、03X2、02X9、01X6

定 位 四 ：5013、5990、5877、5754、

5631、0568、0445、0322、0209、0186

琼岛浪花
短信代码：603

稳坐8，铁码07，二数合27；

A+B+C=05 A+B+D=83

A+C+D=27 B+C+D=83

三 字 现 ：836、240、127、804、

891、158

定 位 二 ：88XX、87XX、86XX、

85XX、84XX、83XX、82XX、81XX、

80XX、89XX

定位三：8X68、874X、867X、850X、

84X6、8X63、824X、X127、80X4、89X1

定位四：8868、8745、8672、8509、

8486、8363、8240、8127、8004、89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