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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国外媒体报道，8月16日爆出的加

州超级乐透 6400万美元 （约合人民币

4.26 亿）巨奖，长达83天无人问津。近

日终于被一位神秘女子现身领走了这笔奖

金。

当地时间8月16日晚，加州超级乐

透彩票的开奖号为“43、34、47、31、

23+19”。当期爆出6400万美元的头奖，

是自从2017年1月25日该彩种爆出7200

万美元（人民币约合 4.8 亿）后，时隔7

个月爆出的又一个巨奖。根据加州彩票中

心数据显示，奖票出自加登格罗夫第

13960号港湾大道的一家名为76的加油

站。而这张价值不菲的中奖彩票一直放在

加油站收银员塞普尔手中，店主奎罗亚曾

不断通过媒体发声，希望这位辛运儿能够

前往领取奖票进行后续兑奖。

然而，随着时间的不断流逝，不知不

觉2个月过去了，巨奖得主仍旧杳无音

讯，就像人间蒸发一样。加州彩票中心甚

至一度认为，这位得主或是忙于自己的事

务，毫无知晓巨奖的喜讯……

加州超级乐透彩票的兑奖期限是180

天。就在公众逐渐淡忘此事的时候，神秘

的得主竟悄然现身，领走了这笔巨额奖

金。11月7日星期二，加州彩票中心对

外宣布，6400万美元的巨奖得主完成了

领奖，并选择了一次性领取扣除税后的

3200万美元，从中奖爆出到领奖结束，

时间跨度长达83天，如此漫长的过程在

当地彩票界并不多见。

据官方透露，该得主名叫丽莎·霍

昂，来自圣塔安那。在领奖过程中，由于

她十分谨慎，除了公开姓名信息外，拒绝

出镜拍照。在接受彩票中心工作人员访问

时，简单表示自己是一位老彩民，打算用

一部分偿还债务后，将剩余奖金存入银行

等等。

尽管当事人选择低调领奖，但这一消

息的不胫而走让公众的热情被激发出来，

在接受电视媒体的街头采访时，路人纷纷

表达出对于中奖得主的艳羡之情。而巨奖

诞生地“76加油站”更是人头攒动，希

望借此鸿运中个奖。 （新 彩）

神秘女子隔83天兑4亿巨奖
言语不多拒拍照，选择了一次性领取奖金

巨匠诞生地——76加油站

一区（01-09）：上期开出号码03，近10期出号13枚，目前该区

号码出号强势，号码分布倾向边区。本期关注该区01路码，看好奇

数码，重点关注边码出号。推荐：01、07、09

二区（10-18）：上期没有开出号码，近10期出号13枚，目前该

区出号不稳，重点考虑偶数码开出。推荐：10、11、13、15、16、17

三区（19-27）：上期开出号码19，近10期该区共开出8枚，目

前该区号码出号回升，本期留意该区02路码开出，推荐：21、23、24

四区（28-35）：上期开出号码34，近10期该区共开出16枚，目

前该区出号平稳。本期该区看好21路开出。推荐：29、30、31、32

前区大底（16码）：01、07、09、10、11、13、15、16、17、21、23、

24、29、30、31、32

前区大底（10码）：01、09、10、15、16、21、24、29、31、32

一注胆码：01、09、16、24、29

后区五码：03、07、08、10、11

后区三码：03、08、10 后区两码：03、08

1、龙头：近期龙头方面奇数出号积极，上期0路码占据龙头位

置，本期防奇数，主看1路出号，龙头位置上升出号，推荐：07防01；

2、凤尾：近期凤尾方面偶数连续出号，上期1路码占据凤尾位

置，新的一期凤尾方面2路重防，凤尾位置上升落号，推荐：35防30；

3、奇偶：本期看好奇数优势延续，主推比值4：1防3：2组合。

4、重号：上期重号开出2个，近期出号走势连续，本期设防轮空。

5、连号：连号上期开出0组，近期上奖走势降低，连码适当参考。

6、尾号：上期开出34589尾，空缺01267尾，同尾号码开出0组，

同尾码一直以来都是重要参考指标，本期同尾号设防开出。

前区复式（12码）：01、07、09、14、15、16、17、21、23、24、30、35

胆码推荐：07 14 21

后区分析预测：奇偶形态：1：1防2：0 大小形态：2：0防1：1

后区四码：01 05 09 10

8+3复式推荐：07、09、14、15、21、23、30、35+05、09、10

单挑一注：07 09 14 21 35+09 10

上期开奖号码：03 05 08 19

34+01 12，前区五区比 2：1：1：0：

1，大小比 2：3，奇偶比 3：2，和值

69，012 路比1：2：2。后区1 0路组

合，奇偶1：1，大小比1：1。

本期前区分析：
区间比：上期开出2：1：1：0：

1。上期四区号码暂停分布。根据往期

走势，本期空区设防补号，推荐比例

1：1：1：1：1。

大小比：上期大小比2：3，小码

上奖占优，近期整体大小码常规分

布，根据出号走势，本期小码优势出

号，留意3小2大组合。

奇偶比：上期奇偶比3：2，奇数

上奖优势，近期整体奇偶分布波动，

根据出号走势，本期奇数积极多出，

推荐3奇2偶形态开出。

和值：上期开出69点，较上期下

降 49点开出，近期和值走势起伏回

落。本期注意和值上升，重点关注85

点附近开出。

本期后区分析
后区：上期开出01 12，小大、

奇偶形态。从近期走势看，奇偶数分

布振荡，大小码势头波动，本期小大

码组合重防，偶数组合开出。

本期推荐

前 区 （12 码）： 01 04 06

11 12 15 18 21 24 26 29

35

后区（4码）：02 07 08 11

独 推 一 注 ： 06 11 15 24

29+02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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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区开偶数组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