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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南国好彩

每周二、五、日在南国官微、南国码王、
南国论坛公众号准点推出讲码视频，扫码
关注加入会员获取更多好码，或加以下号
码微信了解会员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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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国官微

17766961106

南国码王

南国论坛

八旬老太 10 元机选揽 2940 万
一个月才买那么一两回，都是儿子帮查奖号
大乐透第 20108 期开奖中，来自广东
广州荔湾区一彩票站中出 5 注一等奖，5
注大奖出自 1 张 10 元 5 倍投单式机选票，
总奖金高达 2940 万。然而沉寂了一周，中
奖得主才现身当地体彩中心办理兑奖手
续。令人惊叹的是，这位幸运儿竟是一位
年过八旬的老太！
似乎是过了一周的“冷静期”，中奖人
终于在 11 月 9 日出现在广州市体育彩票
管理中心兑奖大厅。她居然是一位年过八
旬的老太！但她看起来精神矍铄、健朗、思
路清晰、口齿伶俐，一点都不像八十多岁。
陪同她前来的，还有一名中年男子，是老
太的儿子。
老太透露，这注号码既不是自选号，
也不是守号，而是她路过 4401030664 实
体店顺手机选出来的：
“买菜、散步都会路
过，想起来就买 10 块钱。机选一注再 5 倍
投注正好 10 块，基本都是这样买的，就当

做做善事吧。
”
直到上周六，老太才拿出彩票让儿子
帮忙上网查开奖号码。她儿子说，不查不
知道，一查吓一跳，原来老母亲上月底买
的彩票中了 5 注头奖：
“她不是经常买彩票
的，一个月才买那么一两回，所以让我帮
查开奖的频率也是约莫一个月一次。其实
这次算早了，之前都是开奖后一个多月才
叫我查的。”查好后，儿子告诉老母亲中了
将近三千万元，老太还不太相信，又自己
看了一遍：
“ 不敢相信啊，自己看一遍彩
票，又看一遍电脑，反复确认了两三次才
信。公告上说这期全国有 13 注中，一注
580 多万元，记得很清楚。
”
老太说，虽然中了将近三千万元，但
她知道的当晚并没有兴奋到失眠：
“ 都这
个岁数了，不会像其他人那么激动。怎么
用这笔钱我也没好好细想，等领完奖回家
再跟家人慢慢商量吧。
”
（新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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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0117 期分析推荐

最新开奖

后区三胆 06 07 12
前区热码分析：前区最近 5 期热码
开出 10 个：11、32、28、21、30、09、18、
08、10、12,目前前区包含 17 个热码，各
热 码 分 别 遗 漏 ：号 码 08 10 12
16 22 遗 漏 0 期 、01 09 18 19
23 遗 漏 1 期 、21 24 30 遗 漏 2 期 、
06 14 28 33 遗漏，本期看好前区
热码：01、08、09、16、21、22、24、28，精
选热码：
08、09、22、24。

体彩七星彩 20116 期开奖结果

前区温码分析：前区最近 5 期温码
回补 10 个：08、13、30、06、14、33、12、
01、23、16,目前前区包含 10 个温码，各
温码分别遗漏：号码 11 13 32 遗漏 4
期、05 07 20 遗漏 5 期、02 遗漏 7 期、
03 遗漏 8 期、04 17 遗漏，本期注意前
区温码：
07、11、17 回补，精选温码：
07。
后区分析：上期后区奖号为 03 和
09，最近十期后区开出 10 个热码、5 个

温码和 5 个冷码，本期预计奖号关注温
码+温码组合，参考两码 06、12。
前 区 号 码 参 考 ：01 07 08 09 11
15 16 17 21 22 24 25 28 29 31
前区缩水小复式：07 08 09 11 21
22 24 25 29
后区 5 码：
05 06 07 11 12
单挑一注 ：07 08 09 22 24 + 06
12

号码：973031+10

海南“4+1”20116 期开奖结果
号码：9730+3
“排列 3、排列 5”20271 期开奖结果

3D：929 5D：92955

广告

法律 诉讼代理，刑事辩护，法律代书。
咨询 电话：15008055852、13935565750

寻人启事

海口湾演艺中心东附楼商业招租
现有海口湾演艺中心东附楼，东附楼
总面积为 4488.34㎡，规划休闲餐饮
统一对外进行商业招租，所有改造费
由承租方承担，价格面议，有意者请
联 系 梁 先 生 15348874016 符 小 姐
18907668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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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口区域：18976566883 东部区域：13976322100 南部区域：18608908509 西部区域：13876071190
海口办理点

颜国云，女，68 岁，
身高 1.55 米。四川
口音，短发，身穿红
色外套，黑色裤子，
黑色老北京鞋，精神
稍有失常。于 2020
年 11 月 15 日晚 10:40 在丘海大道苍
西村八巷走失。望知情联系：沈先生
19943355558、13518887416

广告热线电话：66810111 66810671

经营站 65306703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白龙站 65379383 白龙南路省科技活动中心3楼
国贸站 68553522 国贸北路国安大厦1308房 新华站 66110882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琼山站 65881361 府城镇建国路4号华侨大厦1403号 秀英站 68621176 汽车西站对面金银小区A栋2单元703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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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市转让

定安东城食品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一枚，
现声明作废。

总面积 80㎡，20 万转让！在海南省人民医院
后门向右 100 米美俗路上。18689613068

本栏目信息
35 元/行，
每行 15 字

低价格 高效率

17786986971

防水补漏
▲天密公司高级工程师专治超高难度
防水补漏，
包好不漏后收费！
18289789525
▲专业查漏测漏防漏治漏:海南省建筑防
水保温协会麦工 13807600891

便民信息

温馨提示：
信息由大众发布，
消费者谨慎选择，
与本栏目无关

二手房

装修防水

▲业主直售：龙昆南114㎡（建面）电梯3房
精装148万13707531523售出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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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机肥料

沙发翻新

▲自产自销，鸡屎有机肥，550元/吨起电话：
13976031369有杭州叉车卖98新

▲专业翻新包厢卡座. 软包. 硬包床头. 椅
子.沙发换皮换布 13807594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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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贷款咨询
▲车贷：全省车贷琼 ABCDEF 车
18689786936、13016211566 蔡经理

征婚交友
▲思达园婚介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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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恋无忧婚介
找靠谱对象，我选恋无忧婚介 18289786819
▲红线团婚介。滨海大道 23 号华凯大厦
11 楼 19907674543（同微信）、366616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