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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号之差错失265万头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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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013头,468百,469十,024尾。

范 围 ：245678 头,012357 百,

013578十,135789尾。

单双定位：双双单单。值围：12-

26。死数4。

任选三：610、630、810、830、619、

639、819、839、609

定位2：×01×、×03×、×05×、×

07×、×11×、×13×、×15×、×

17×、×31×、×35×、×37×

三定组合：60×5、60×9、80×9、

80×5、68/01×59、68×13/59

参考码：6015、6019、6035、6039、

6079、8015、8019、8035、8039、8079

本期概率分析推出，第一位为：

7523；第二位为：2794；第三位为：0583；

第四位为：1627；重点27头05尾，1638

站中肚；稳坐75，防02

三字现：724、719、706、798、786、

258

定位：7XX7、7XX4、7XX1、7XX8、

7XX5、7XX2、7XX9、7XX6、7XX3、

7XX0

三定：7X47、76X4、75X1、74X8、

7X65、7X42、71X9、70X6、79X3、78X0

直 码 ：7747、7624、7501、7488、

7365、7242、7129、7006、7983、7860

稳坐4，二数合0、7，三数合9、3，值数

为7、3值。千位：4、9、1；百位：9、4、7；十

位：0、5、4；个位：6、3、1

三字现：457、445、433、421、419、

407、495、483、471、469

定位2：45XX、44XX、43XX、42XX、

41XX、40XX、49XX、48XX、47XX、46XX

定位 3：457X、445X、433X、421X、

419X、407X、495X、483X、471X、469X

参 考 码:4575、4452、4339、4216、

4193、4070、4957、4834、4711、4698

4+1码:46981； 七星彩:4698123

本期以0743为基数，289至少上一

码，杀495头，稳坐0，二数合579；三数合

546；四数合246

三字现：078、066、054、042、030、

235

定 位 2：07XX、06XX、05XX、

04XX、03XX、52XX、51XX、50XX、

59XX、58XX、

定位3：078X、066X、054X、042X、

030X、 523X、 511X、 509X、 597X、

585X

定位 4：0789、0666、0543、0420、

0307、5234、5111、5098、5975、5852、

7月3日晚，福彩双色球第2016076期

开奖，当期全国共中出6注双色球头奖，

虽然济南彩友无缘头奖，但是5注二等奖

绽放泉城彩市，更加鼓舞人心的是，这5

注双色球二等奖为一人所中，当期单注奖

金23万余元，也就是说，这位幸运彩友将

领走116万余元奖金。近日，该中奖彩友

现身济南市福彩中心办理兑奖手续。

“人家是怎么选号的，眼光怎么这么准

呢？”“别说五注，让咱中一注咱也知足

啦！”在兑奖室中，几位办理群英会中奖手

续的彩友听闻中奖者李先生（化姓）斩获

5注双色球大奖后啧啧称赞。

李先生在旁笑了笑，云淡风轻地说：

“只要坚持倍投，你也可以一次斩获多注大

奖！”中奖者李先生是双色球的忠实拥护

者，在最初接触双色球时，一次无意的两

元投注，让他意外收获百元双色球奖金。

这对他来说无意是巨大的鼓舞，从此，李

先生开始走上玩彩之路。

此次中奖虽说是件高兴的事情，但李

先生向工作人员坦言也稍有遗憾。原来，

他之前的每一期号码投注都不少于50倍，

然而就在这期彩票中，鬼使神差地只采用

了 5倍投注。这时，他话锋一转继续说

道：“倘若真选用50倍，估计自己也就没

这个运气了。这也是我长期投注以来，采

用最少的成本斩获的最大奖金。很骄傲！”

谈及选号，李先生直言这张彩票单是

号码就花费了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他从

网上翻阅了无数次的号码走势图后又抛出

最不看好的号码，然后才将剩下的红号排

列五组各自投注了5倍。没想到，第四组

号码率先敲开幸运之门，一朝倍投奖金也

跟着翻倍为116万，这让他兴奋不已。办

理完兑奖手续，李先生激动地说：“这次中

奖除了运气，也算是双色球对我多年玩彩

最大的褒赏了，希望阳光的心态继续伴随

自己今后的玩彩之路。” （新彩）

7月18日晚，福彩七乐彩第16083期开

奖，这是今年七乐彩一亿元派奖活动启动后

第19期开奖；当期开奖基本号码为04、11、

13、15、18、21、25，特别号码为22。当期七

乐彩头奖开出3注，单注金额66万多元。

其中3注一等奖都不是复式投注，因此均不

参与七乐彩一亿元派奖活动，因此该3注一

等奖单注中奖奖金最后仍为66万多元，该3

注一等奖均由陕西彩民所中得。当期二等

奖开出8注，单注金额3.5万多元。

当期基本号码大小比为3：4，三区比为

1：4：2，奇偶比为5：2。基本号开出三枚隔

码11、18、21；两枚斜连号15、18；开出一枚

重复号04；两组同尾号11、21和15、25。

当期七乐彩全国销量为819万多元。

其中，山东当期七乐彩销量为217万多元，

高居第一，福建则以60万多元销量位列第

二，浙江以55万多元销量排名第三，广西

以47万多元排名第四，江苏以36万多元

跻身第五的位置。

本期计奖后，七乐彩奖池为0元。另

外，七乐彩一亿元派奖继续进行中，本期计

奖后，派奖奖金剩余4400万元，下期派奖

金额为400万元。 （中彩）

稳坐：02 配 57；千位：2385，百位：

2051，十位：1386，个位：2758

三定现：301、399、387、375、360、

856、844、832、820、815

定位：3XX2、3XX9、3XX6、3XX3、

3XX0、8XX7、8XX4、8XX1、8XX8、8XX5

定位 3：30X2、39X9、38X6、37X3、

36X0、85X7、84X4、83X1、82X8、81X5

直码：3012、3999、3876、3753、3630、

8567、8444、8321、8208、8185

近日，家住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羊尖

的彩民王先生11复式投注七乐彩，仅以一

号 之 差 ， 错 失 265 万 头 奖 ， 获 得 第

2016078期三等奖5注，小奖若干，共计

奖金14880元。

自从七乐彩开启了亿元派奖之后，这

一冷门玩法受到了广大彩民的关注。“跟双

色球差不多，但感觉比双色球好中”，“还

有一个特别号码，真有趣”，“加奖了头奖

也不输双色球”……锡城不少彩民对七乐

彩这一玩法有了新的认识。王先生几年前

就买过七乐彩，但只是偶尔买买。自从七

乐彩亿元派奖后，他把注意力从双色球转

移到七乐彩，并且专打复式。

7月11日，王先生来到无锡市福彩中

心兑奖，中的是7月6日开奖的第78期七

乐彩。兑奖时，王先生连连表示遗憾，“加

奖一年一次，差一点就拿加奖奖金了。”王

先生的遗憾不无道理，他买了当期11复

式， 5、 6、 9、 11、 16、 18、 20、 21、

25、28、30，“这11个号码都是精心挑选

的，心想着复式大网应该能网住大奖。”当

晚开奖号码为“6、 11、 16、 21、 24、

25、30+23”，当期头奖65万，派奖奖金

200万。王先生的11个号码中唯独少了个

“24”，一号之差错失265万大奖，这让王

先生唏嘘不已。

兑奖后，王先生表示会继续以复式投

注的方式购买七乐彩，直到加奖结束。

（苏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