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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手彩民 4 元中福彩 507 万

兑奖前夜想好 4 个心愿
3 月 21 日晚，福利彩票“东方 6+1”游戏
进行了 2020014 期的开奖，中出一等奖 1
注，单注奖金 506 万多元。这位幸运彩民总
共花费 4 元，自选了 2 注单式票，其中的第 1
注与当期的中奖号码完全一致，收获了江苏
省 2020 年第 1 注“东方 6+1”
大奖，另 1 注号
码中得三等奖，奖金总计 507 万多元。幸运
站点是苏州市新区阳山公寓营业门面 21
号、编号 32051257 的福彩销售点，购票时
间为 3 月 19 日 18 时 07 分 22 秒。
4 年的双色球彩民
新苏州人侯先生 5 年前到苏州工作。他
对待自己的工作尽心尽责，总是非常努力地
把手上的事情做实做好。工作之余，他会像
同龄人一样刷手机打游戏，也会和相熟的同

事一起去彩票销售点，去买上几注
“双色球”
彩票。
已有 4 年彩龄的他，几乎和来苏州的时
间一样长。刚买彩时，他就中过 200 元四等
奖。
当时，
一起购彩的同事都很惊讶，纷纷夸
赞他运气好。不过他觉得，指望中奖不是主
要的，可以跟同事一起沟通才是主要的。通
过彩票爱好，侯先生和很多同事熟络了起
来，职业生涯也逐渐步入正轨。
4 元零钱无心一投
侯先生每期购买
“双色球”
玩法，投入金
额从 10 元到 50 元不等，感觉好了就多买，
感觉不好就少买。
前段时间发生新冠肺炎疫
情，福彩销售点全部暂停销售彩票，侯先生
还觉得挺郁闷的，
购买
“双色球”
已经成为了

双色球

他的生活方式了，
一段时间不买还挺不习惯
的。
福利彩票“复市”和侯先生“复工”几乎
是同时进行，由于工作比较忙，3 月 17 号他
才在“复市”后第一次购彩，19 号是他第二
次购彩。当天身上正好有 54 元零钱，用 50
元购买了“双色球”的他，剩下 4 枚硬币带着
不方便，又看“东方 6+1”从来没买过，就用
4 元钱尝试了一下。与一般“乐透型”彩票不
同的是，
“东方 6+1”的“+1”是生肖码，即从
传统 12 生肖中选择一个生肖进行投注。侯
先生生肖码选择了父母的生肖属相：
狗。
4 个心愿展望今年
周末核对“双色球”号码，1 注都没中奖
的他有些遗憾，接着顺道把这 2 注“东方 6+

1”拿出来核对，结果第 1 注号码就完全一
致，今年江苏的第 1 注“东方 6+1”大奖就这
么无心地撞入怀中。
领奖的时候，
隔着口罩的侯先生难以掩
饰自己的激动之情。
此前一天他几乎寻思了
一夜，想到今年有 4 个愿望要达成。孝顺的
他，首先想给在老家的父母翻修一下老房
子，添几件家具；其次是等疫情过去带父母
出去旅游，去老爸一直想去的云南大理看一
看；然后是给自己添置一辆代步小汽车；最
后再看能不能找个机会自己创业。
创业的想
法他也早就有了，只不过苦于没有“第一桶
金”，福利彩票“东方 6+1”给了他梦想与希
望的“翅膀”，让这个年轻人有机会“振翅翱
翔”。
（江苏福彩）

蓝球 3 胆码：
02 12 15
红一区：上期开出号码 08、09，该区号
码走势相对温热，最近 10 期内该区只出现
了 27 个号码，走势温热，本期预计在 1-2 个
之间出号。
本期参考号码：
01、05、06。
红二区：上期开出号码 22，红二区号码
走势相对温热，前段时间红二区号码表现较
冷，10 期内仅出现了 17 个号码，本期注意

中国福利彩票
最新开奖

（第 20016 期预测）

红二区继续温冷，
看好出现 3 个红球。
本期参考号码：
15 17 18 20 22。
红三区：上期开出号码 24 30 33，走
势非常热，上期回补之后，本期看好再次转
温，预计出现 2 个号码。
本期参考号码：
28 29。
蓝球参考：
02 07 09 12 15 16

四码蓝球参考：
02 07 12 15
15+4 大复式：01、03、05、06、07、11、
15、17、18、20、22、23、28、29、31+02、07、
12、15
9 + 2 小 复 式 ：05、06、15、17、18、20、
22、28、29 + 02、07
单注推荐：
05、17、18、22、28、29+02

福彩七乐彩 20016 期开奖结果
基本号：09、12、17、18、19、25、28
特别号：07

福彩 3D 第 20036 期开奖结果

号码：7 4 0

广告
江水德不慎遗失海南宝名置业有限公司白
金海岸二期 15 栋 301 房（90000 元）定金
收据一张，编号：4986204，特此声明作废。

广告热线电话：66810111
海口区域：18976566883
海口办理点

本栏目与南国都市报数字报
ngdsb.hinews.cn 同步刊发
温馨提示：信息由大众发布，消
费者谨慎选择，与本栏目无关

东部区域：13976322100

经营站 65306703 新华南路 7 号海南日报大院
国贸站 68553522 国贸北路国安大厦 1308 房
琼山站 65881361 府城镇建国路4号华侨大厦1403号

南部区域：13876833603

66810671

西部区域：13876071190

白龙站 65379383 白龙南路省科技活动中心 3 楼
新华站 66110882 新华南路 7 号海南日报大院
秀英站 68621176 汽车西站对面金银小区 A 栋 2 单元 703 房

江水德不慎遗失海南宝名置业有限公司白
金海岸二期 15 栋 301 房（2006862 元）购房
款收据一张，编号：4986828，特此声明作废。

真意达家政
保姆月嫂 照顾老人 开荒保洁
68558857 国贸海德堡酒店 8 楼

防水治漏高级工程师免砸砖补漏及
疑难杂症补漏包好13976651238

诚 聘
老牌专业消毒剂企业扩能诚聘片
区业务经理。诚征各省、地（市）级
合作代理商。刘女士 13980571599

海南侨中高级教师初高中数学专
业辅导（50元/时）13807684317
百灵代写文字

项目立项、
报告方案、
自传事迹、
修改出书、
心理咨询 15607584866

张经理 18689651777

本栏目信息：
35 元/行，
每行 15 字

咨询
电话

66810111

低价格

高效率

卷闸门
▲批发铝合金卷闸门抗风门手动卷闸门
日夜维修卷闸门 13876965728

场已开通“遗失”及“公告”

认婴公告
男婴，姓名不详，身体健康，于
2013 年 7 月 15 日上午 8 点左右，在
保亭县什玲镇大田村委会大田桥头
拾到男婴。请该男婴生父母或其他

江水德不慎遗失海南宝名置业有限公司白金
海岸二期15栋301房（28446元）面积补差款
收据一张，编号：20603230，特此声明作废。

旧货回收

园林绿化修剪

▲全岛旧货回收：空调，家电，电缆，废品等
13215767586

▲树木（枝）修剪、整形等业务。园林公司
专业负责 13976641885 王

类广告。遗失及公告均为
180 元/厘 米 ，可 容 纳 30
字/厘米。证件遗失每厘
米可刊登一本证，公告栏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大田万坡村

最大为8×4.5厘米。

2020 年 3 月 25 日

温馨提示：
信息由大众发布，
消费者谨慎选择，
与本栏目无关

▲花卉出租 花木种植 13322027316
草坪修剪 树木锯枝 13322027316

刊登“遗失”及“公告”类分

效证件前来认领，逾期视为弃婴。

便民信息

园林绿化

栏。欢迎各读者在本栏目

监护人于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持有
联系电话：18789753335

贷款咨询

以读者多元化选择刊
登的需求为前提，信息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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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办资质，注册公司，记账报税
商 标 注 册 15208929668

欢迎在《南国都市报》刊登广告

装修防水

工商税务

▲家居商铺装修 . 旧房改造 . 内外墙涂料 .
翻新 . 外墙清洗拆装 18876699286

▲免费注册公司找华悦！食品证，公司注销
18907576271蓝天路蓝天丽城

全铝家居定制

出租

▲鑫恒美全铝家居定制：衣柜、酒柜、橱柜、 ▲仓库集装箱出租
阳台柜（不怕白蚂蚁的柜）18907584936
电话13907598359

贷款咨询
▲贷款咨询:琼 A、琼 B(8 年内的车)车贷咨
询服务 0898-32272700 蔡经理
▲车抵房抵信用借款咨询服务
18608965866 徐经理

征婚交友
▲思达圆婚介平台：
有各行业的优秀会员较多，资料真实可
鉴，来就约见面。缘到成功。66500706、
18976082986 龙华路 41 号（椰树厂门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