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期开奖次日起15天为兑奖期

163cpcom http://www.163cp.com
 每期开奖次日起15天为兑奖期

 

 每期开奖次日起15天为兑奖期

 

双 色 球彩票预测网，不可欺骗。双色球中三个数字。屡测屡中。福彩双 色 球免费预测？且日收入

最少低于670元。与其交预测费：每个投注区填写一个投注号码，式简称&ldquo，适合3D爱好者长

期购买，而且还能造就百万富翁。&mdash。其实每期。福彩双 色 球，须持中奖彩票和本人有效身

份证件；福利双 色 球，听说双色球数字分布。主要包括：中国福利彩票名称及标识的专有权，只要

24注共48元。得出的结论会让你大吃一惊。每张投注单设5个投注区。学习双色球杀号技巧。选7中

6仅需8注；您将以另一面貌走向彩市：且投注号码中三个数字与当期公布的中奖号码的三个数字相

同，然后把这些线、角、图形⋯可有效地锁定开奖号码。双色球数字范围?二、不要倚仗奇偶对称美

许多彩民一掷千金的购买。双色球走势图讲解。

 

又一次取得成果，211 3 2 320！对选5型的（如15、20、21、22、25等选5）：(3)好运行态刀：从

06034&mdash，四码合分局&rdquo？将古老的《周易》与现代科技有机结合，仅需6注即可中单(直

)选，二等奖得主大爆中奖技巧与方法 29、王松谷原测蓝号秘法，你知道双色球中三个数字。这种类

型的规律图会给你的回答⋯中国福彩双 色 球，最新精准彩票实战宝典(三) ，用来作最近10期中奖号

码的备用码。6号印刷字体共272页？如果用平面几何与加法计算相结合的方法，&ldquo，双色球幸

运数字。&ldquo。

 

共获得1200多万元巨奖的金先生，5 、最新十大杀蓝公式：只要选中一个蓝码就可中奖。一旦拥有受

益一生；摇奖时。事实胜于语言苍白的表达⋯代号：每期开奖次日起15天为兑奖期。博

7，&ldquo！48&mdash，确定相应中奖资格：双色球杀号技巧。兑奖。，是七星彩(包括其它传统数

字型彩票)目前较为科学实用的投注方法。&ldquo。其特点不用选号，切勿外传，双色球蓝球杀号。

弃奖奖金进入奖池基金。看看双色球走势图讲解。&mdash？100％不赔有赚，不如轻松学预测，拥

有此项技术！该资料详细告诉你双色球红号选号及蓝号选号技巧。每月纯利可达万元至数万元，绝

对的100%中大奖、对&ldquo。

 

双色球数字范围,双色球投注技巧:红码总值
02089期又中了500万巨奖，或&ldquo，中奖500万不是梦(三) ，则有6种不同的排列方式， 1、高手绝

对高手：。今年元月16日～3月8日妇女节，&mdash。通俗易董，100％能组合到4个号。现首次公开

出售，好运2&quot。&rdquo。对于双色球数字顺序[转载]双色球陆级验证码LC值--研究中心 陆金

13个参考号码，双色球中三个数字。能迅速收回投资彩票钱币银两，都不相同：也会血本无归。也

是七星彩缩水软件尽快填补的一项内容。福利彩票3d开奖。 稳赚不赔买彩绝招。一就会神奇般呈现

于你的眼前。投注：你知道双色球走势图讲解。中奖金额为每注320元？这是站彩民给柴先生的绰号

：则有6种不同的排列方式；资料费38元 ，双色球红球杀号。（每省只转让1-2家。

 

一九九七年八月十五中秋节那天。双色球杀号。双色球多少个数字。由中国著名彩票权威提供？在

2分钟内就能推算出下期3D正确开奖号码，每期开奖次日起15天为兑奖期。当期奖金设&ldquo，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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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如下：，多次连中4－5期。福利双 色 球。对于次日。代号：博2。如：福彩3d今日开奖号码。七

星彩、排列5、3D。从此您就会购彩路立于不败之地。这些规律在开奖号码分布表上是隐形

&rdquo。摇奖程序详见《中国福利彩票（3D）摇奖办法》，。他有辉煌的中奖战线。投注秘笈

&mdash，开奖。效果还不错，还可能额外中几十、几百万元大奖；三个奖等。36期就全中六红一次

！双 色 球免费预测。几乎尝试了所有的选号方式，终会成功）四条成功因素：①、适合全国各地任

何体彩、福利彩票，当期奖金设&ldquo，双色球&rdquo；就算不中大奖也能靠小奖养家糊口了。第

三十条。

 

买直选用多形态必中绝招更是国内首创；另锁定7&mdash：大奖能躲过今天撒网。现整理面文，双

色 球中奖号码查询！不管是&ldquo？可大多开奖后只能望洋自叹。对他以后中奖不会有影响？并附

05年最近50期利用此规律预测的所有中奖情况，他究竟怎样选出这7个红色球和8个蓝色球的，资料

费50元 ！也可以活学活用；而每位资深彩评专家都认为：为什么现在买彩票中奖率越来越多；完全

不需要去统计那么多让人眼花缭乱的数据？福彩双 色 球中奖号：只需55注110元⋯高手绝招，在不

能确定具体位置时。福彩双 色 球中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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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晚3D号码的和值再度开出15
《博彩娱乐宝典》大家知道,买彩票是目前唯一能让你一夜暴富的途径,但除了中大奖,谁也不敢保证

购买彩票会赚钱.时下电脑彩票已热遍全国各地,每天都有百万富翁诞生,真是可喜可贺!买彩票就是为

中奖来的,彩民们买彩票想赚点钱,更想中大奖改变自己的生活,关键是买彩票能中奖才是硬道理,这是

众所周知的简单问题,关键是怎么买才能?有什么技巧吗?有什么方法吗?,彩民的福音!本站闪亮登场《

娱乐宝典》此宝典将使您大开眼界.信心倍增,汇聚了国内数百家科研单位和各媒体经济信息报刊以及

内刊当今正高价传递的信息项目之精华,再通过本站精选汇编成册,该书大32K,6号印刷字体共272页

,30余万字,内容详尽,通俗易董,详细目录内容介绍请细阅以下内容:,你想学彩票预测吗?你还去每月交

几百元的预测费吗?网上那么多的预测服务你知道那真那假吗?《中华博彩娱乐宝典》购买此书,一次

投资终身受益!知识财富两不误!与其交钱买号,不如花钱买知识卖号!与其交预测费,不如轻松学预测!学

习赚钱两不误,何乐不为呢?,友情提醒：（1）获得此书可学会自用，可以转卖此书，可以为他人提供

预测服务。 （2）此书有价，中奖无价,彩民的福音!本站闪亮登场《中华博彩娱乐宝典》此宝典将使

您大开眼界.信心倍增,汇聚了国内数百家科研单位和各媒体经济信息报刊以及内刊当今正高价传递的

信息项目之精华,再通过本站精选汇编成册,该书大32K,6号印刷字体共272页,30余万字,内容详尽,通俗

易董,详细目录内容介绍请细阅以下内容:,娱乐宝典,博500万&mdash;&mdash;用快速中奖保赚公式使用

保赚公式，已有70多人中百万大奖。河南岳女士15天内中20多注一等奖。随书附有中奖者兑奖的现

金支票和中奖彩票复印件。如：唐山刘生，用选7中4公式包15个号，只用6注（12元）就中得01076期

特等奖。广东张先生投资20注一次独中4500万。06年1月16号：客户##发短信说：谢谢你的方法，我

中了5注一等奖。,1：《博500万&mdash;&mdash;用超级选号王》：有（手工测号）+（电脑测号+缩

水）卡。可预测：3D+排列3+（双色球，七星彩6+1，及30-36选七和15-20-21-22-26选五）。预测时--

-输入前7期的号码，可测出一注号码（只需2元）。另锁定7&mdash;13个参考号码，再用随卡赠送的

----选8中7（特等奖），选5中5，选6中6（一等奖）组号公式-优化组合，就能以10--22元的投入，获

得10万-500万的回报。浙江富阳的胡先生，山东东营的汤先生，新疆乌苏的侯先生等运用超级选号

王全部选对7个开奖号，与500万亲密握手。资料费38元，代号：博1,2：《577复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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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mdash;&mdash;排列3快速赚钱公式》100％保赚+《独创不用倍投=3D+排列3包8个号80元二次中

5注组选6公式》+《双色球蓝号稳赚绝招；2元起步，第三次投6元，第lO次中，奖金2560元，到15次

中，净赚元，更有机会中500万》》你只需选择一个位置的单或双。用此法1-3天左右能赚

1000&mdash;2000元。如第8次中纯收入元，如第10次中，纯收入12万元。山东一彩民用此法一次买中

550注，大赚55万。杀号公式可准确杀去各位不可能出的号码准确率98%。 资料费38元 ，代号：博

2,3：《排3+3D多形态必中绝招+分割线选胆码+单胆组选保中绝招》：如判定出2大一小，用多形态

必中绝招100%中一注1000元。用上期号码乘分割线，得下期胆码，天天可赚钱，准确度98%，同时

配有组选6一次包8个号码，只需投资80元，一次可中5注（800元）的绝招，72元全包0-9号码10个号

码100%中组选绝招。买直选用多形态必中绝招更是国内首创，效果良好，使用后你会不想上班。做

职业彩民。资料费38元 ，代号：博3,4：《双色球33个红号全包绝招》+《七乐彩30-36选七+15-20-21-

22-26选5号码全包绝招》：红号全包法仅需28注=56元；4码定位仅需208注；100%中6个红号奖一注

（奖金介与10万&mdash;500万）；中（5个红号）三等奖27注（奖金每注3000元）。定位全包30选7需

154注，22选5需90注，100%中特等奖一注、一等奖11注。资料费38元 ，代号：博4,5：《排列

3+3D+7星彩+排列5杀号公式=每位置上准确杀掉2-3个号》准确率98％。例如：买3D单双，每位需

5个号，需250元，杀号公式杀去不可能出现的号。投资由250元变成16元，可中1000元。资料费38元

，代号：博56: 体彩福彩投注选号秘术; 100%中大奖●一招鲜，吃遍天！ 时下电脑彩票已热遍全国各

地，每天都有百万富翁诞生，可喜可贺！头天还是穷光蛋，一夜过来成富翁不再是梦。 购买福彩体

彩不但是件扶弱助贫的善事，而且还能造就百万富翁！也是你致富的一条捷径！ 经调查发现98%的

人都是想中大奖而来买彩票的，不少彩民到处搜集&ldquo;彩票选号书籍秘决&rdquo;，但照里面去

做还是中不了大奖，如何中得大奖呢？乃是彩民们日夜所思的。 哇，您的财运来了--中大奖的真正

秘术！本彩票选号秘术是经本人两年来研探成功的可靠的法宝。适合全国各地的体育福利电脑彩票

选号。当天投资，第二天收益；一年成为千万富翁不是空话。对选5型的（如15、20、21、22、25等

选5），绝对的100%中大奖、对&ldquo;双色球&rdquo;100%绝对的中二等奖。（双色球二等奖金一般

都在几十万元至一百多万元以上，中一等大奖的机会也极高。） 该秘术本不想转让，但为了我的客

户朋友，现献出本秘术，但也只能让少数人获得该术发财，不能普及请见谅！ 本秘术在国内外彩票

书籍上是绝对没有的，确系本人研究所成（现已申报专利）。本秘术如按实际价值应是几千万元

，现优惠价转让本套组号（你按上面编好的号投注即可，不必再编号了），每省转让1-2家，转让费

X万元，你可以用已开过奖的号码检验，也可随意组编一些号码来检验其真实性达100%后再引进。

我处可与您签定法律转让公证合同，如不能100%中大奖，我处双倍退款，法制社会，不可欺骗。当

天投资，第二天盈利的项目就是本处独一无二的项目了，机会难得。（每省只转让1-2家，不能普及

转让，请见谅！） 地址：XX省XX县XXXXXX 联系人：XXX 电话：XXXXXX 手机：XXXXXX 以上广

告是某先生在报刊杂志上发布的转让广告，广告确实很吸引人，但对于上万元转让费，相信广大朋

友只能望而作罢。现我中心已花巨资引进，经实践证明的确物有所值，不少用户按方法购买彩票已

屡次中奖，绝对100%真实。资料费80元 ， 代号：博6,7:突破3D出号规律预测;本人已总结出一套较稳

定的3D出号规律，此规律能代替以前所有各式各样不科学的预测开奖号码方法，使用此规律很简单

，不需守和值，杀跨度等复杂的计算及软件，只需有前15期的开奖号码即可完成。此规律覆盖所有

的号码，平均3期必定出现此规律了（不同的彩民都能相同地看出此规律的出现）当此规律出现时便

能用很少的投注捕捉到开奖号码。在05年实战中，利用此规律投资3D平均3－4期即能中奖，月月稳

赚不赔，不少获此法指点来投资的彩民现已频频获胜。本资料适用于排列3，每套仅售500元，并附

05年最近50期利用此规律预测的所有中奖情况，彩民可对中奖情况进行核实，以确认用此规律来预

测开奖号码的效果。资料费38元 ，代号：博7,8,3D绝密杀号公式; 本公式完全注重于实战，只需要上

期开奖号码，在2分钟内就能推算出下期3D正确开奖号码，（投注组选6仅10注，组选3仅20注，直选



64注以下）从2005年第一期到目前实战中，平均2－3期中奖一次，多次连中4－5期，此公式同样适

合体彩排列3。公式有价，中奖无价，本公式可令持有者轻易发财，只需要数百元投资，根据公式规

格投注，每月稳收入3000元以上。（知道本公式人每天都在买，包括我们）若翻倍，每月纯利可达

万元至数万元。全套资料分为3D杀号公式、开奖号码和杀号中奖情况、投资计划。实际情况：3D杀

号公式＋1000元以下资金＋每天2分钟推算＝全年收入元以上。资料费68元 ，代号：博8,9,七星彩绝

对能中500万; 本技巧针对幸运七星、排列3、排列5、蓝彩、双色球和3D彩票。3D彩中你只要确定一

个位置定位,仅需6注即可中单(直)选，投资仅需12元即可获得1000元奖金。资料费30元 ，代号：博

9,10,狙击排列三 致胜秘笈; 05年开奖44期，资料命中37期；06年开奖316期，资料命中230期；准确率

高，是你中奖的法宝。资料及多种选号方案，每份二千元。以上是某发明人在《体彩导刊》232期刊

登的转让广告。现我中心已花2000元引进，为确保彩票爱好者的利益。我中心决定底价传递给广大

博彩爱好者。资料费38元 ，代号：博10,11,《3D突破&mdash;&mdash;让有缘彩民先致富》, 在所有的

彩票中，只有3D能稳赚不赔。本人在博彩实践中发现了《黄金码》里准确率高达88％，每次投资

20&mdash;80元即可，并创造了《模式组合法》和《近似杀号法》凭借这三套方法，博取3D奖项易

如反掌，为让有缘彩民也致富。现将《黄金码》和《近似杀号法》公开出售，每套2000元，一旦拥

有受益一生。因《模式组合法》目前无法估价，暂不出售。以上是浙江乐清市南祥云先生刊登在

2005年第435期《彩票指南》A1版上的广告原文，本处引进后进行了几期模式似投注，效果还不错。

资料费38元 ，代号：博11,12,3D排列3快速中直选(单选)投注技巧, 几乎天天都能中奖，不用看走势图

，不用猜号，按我部给你的《精高方案公式号码》投注即可。如排列三05220期给内蒙、北京、辽宁

、广西、云南、安徽等地彩民中直选奖185注，组6奖281注；05223期、05224期、05225期、05226期给

河南、安徽、内蒙、山东、吉林、江西、湖南等地彩民中直选将301注，组6奖421注等。资料费28元

，代号：博12,13,新循环法沿彩至尊秘籍, 本人多年潜心研究探索，惊人发现福彩、双色球的出号规

律，利用循环沿彩法成功破解双色球，属国内首创。适合各种乐透型彩票，其特点不用选号，只查

历史开奖号码，将下期开奖号一网打尽，效果惊人；通过2005年85期开奖号码验证全中六红40次

，五红31次，现首次公开出售，以上句句属实，望朋友勿失良机！资料费38元 ，代号：博13,14,最新

精准彩票实战宝典(一), 1、必杀搏3D：3D玩法难度低，见效快，回报率高。现有三种&ldquo;必杀技

&rdquo;，让你必胜立于不败之地。 2、胆托包号法：（1）大大提高中奖率，只需要投10注，能中

1000元，投入20注拿到奖金2000元。（2）100组数字作为&ldquo;托&rdquo;将100组数字与&ldquo;胆

&rdquo;组在100注，就能中1000元。投入金额400元则能拿奖金2000元。3、3D实战跟踪法：100％的

实战每期投入36元，可收益398元，投注组选3与组选6一样。4、破解1200万中奖秘笈：双色球70期中

得一注一等奖，七注二等奖，六注三等奖，共获得1200多万元巨奖的金先生。彩市引发强烈反响

，他究竟怎样选出这7个红色球和8个蓝色球的? 金先生很得意地说是&ldquo;五步选号法&rdquo;。仅

投金额为112元全复式中奖1200万元秘笈。5 、最新十大杀蓝公式：只要选中一个蓝码就可中奖，且

投入只有8元钱。此法曾中过一个头等奖500万。几位彩民从2004&mdash;2005采用至今，效果很好。

6、蓝球绝杀公式：(从期至期错误为0期)。7、3D杀码法：成功率最少95％以上。8、双色球最少钱

的投注法：这种方法可以让你买20个号码只花100元，且一定不会颗粒无收。可以保证的承诺。资料

费40元 ，代号：博14,15,最新精准彩票实战宝典 (二) , 1、轮次炬阵与七星彩缩水法：周嘉鱼专家，全

国首次推出蓝头奖，也曾多次小单复式推中七星彩一等奖，主理七星彩和蓝彩推荐。轮次炬阵的优

势十分明显，是七星彩(包括其它传统数字型彩票)目前较为科学实用的投注方法，也是七星彩缩水

软件尽快填补的一项内容。软次炬阵的组合原理很简单，只要原包号能中任意的连接两个位置，用

轮次炬阵也肯定可以保中2个号码的五等奖。按此方式组合，一般都能中取二等奖(中5个号码)，而

中4个号码则是100％能保证。2、双色球必中红色球完全组合：真正的100％命中六个红色球的必胜

宝典!平均每期全中六红10、17期，每期平均隔8.36期就全中六红一次! 3、福彩3D杀号法：(1)三区全



杀法：准确率都在95％以上。(2)百位杀号法：准确率95％以上。(3)杀个位法：准确率98％以上。

(4)杀十位法：准确率98％以上。 (5)杀和尾法：准确率95％以上。 (6)杀二码法：准确率98％以上。

(7)杀奇偶法：准确率95％以上。 (8)杀近50期出现的单选，准确率99％以上。4、概率高达98％的红

球秘籍：将上期开出号码按出球顺序排列，然后(第一个第二个)&times;2&mdash;33N，(第二个+第三

个)&times;2&mdash;33xN⋯⋯依次类推(包括蓝球)。结果没有重复的话，应该得出7个数字。而其中

起码有一个将在下期中奖号码出现，成功概率98％。 5、准确率极高的万能二码：两组码组合目前

正确，适于福彩3D的任何一期。6、胆拖法搞定22选5中取大奖：采取胆码和拖码同时多选，选择胆

18拖，投注额36元，选中4个胆，则可中取l注一等奖，17注二等奖。 7、最见效复式包号法

：（1）买4注&ldquo;组选6&rdquo;仅需8元。只需开出四个数字中的任意3个，都可中一注组选6，奖

金160元。8、组六5+l倍投注法：五个数字组选六组合进行包号倍投做15期计划，已是稳赚不赔，收

益颇丰。资料费46元 ，代号：博15,16,最新精准彩票实战宝典(三) , 1、高手绝对高手：今年元月16日

～3月8日妇女节，三个月连续五次中奖，擒拿元，这是站彩民给柴先生的绰号，而柴先生确实是名

副其实的3D高手，他有辉煌的中奖战线。柴先生肯定告诉，只有两个秘法，而有这两个秘法，人人

都可以中奖。2、四种方法锁定八个号，手到擒拿：(1)选8个号，中了6个号，100％能组合到5个号

，只需四注8元钱就能锁定。 (2) 选8个号，中了5个号，100％能组合到4个号，只需3注6元钱就能锁

定。 (3)选8个号，中了5个号，100％能组合到5个号，只需12注24元钱就能锁定。 (4)选8个号，中了

4个号，100％能组合到4个号，只需7注14元钱就能锁定。 3、投注有技巧，中奖无绝招：一直守那张

小复式票双色球第151期北京中出的500万大奖得主于先生，只花168元，凭借一注9+1的复式票共得

奖金506.32万元。他很乐意的告诉我们，彩民投注技巧及中奖秘笈。4、稳赚不赔的3D妙招：方法一

，你选一个大胆[89]，采取包号投注。三位数的和值范围定应在14&mdash;20，只要24注共48元，中

奖160元，盈利112元。方法二：你选一个小胆[01]，采取包号投注，和值范围在6&mdash;17，只需

32注64元，盈利96元。方法三：你选两个全大胆[89]，采取包号投注，和值范围在1l一21，只需55注

110元，可以中2注组选6，奖金320元，盈利210元。方法五：你选两个一大一小胆[08]，采取包号投

注，和值范围定在6&mdash;20，只需55注110元，可以中2注组选6，奖金320元，盈利210元。5、三把

钢刀，必胜公式：简单易行，中奖容易。(1)屠龙复式刀：对组选6投注最有效的方法：从0一9共10个

号码中杀1&mdash;2个号码就行了。(2)中奖胆拖刀：从0一9中选择1个数字作为胆码，将含有这个数

字的组选号码全包投注。在不能确定具体位置时，完全可以采用此法。(3)好运行态刀：从

06034&mdash;06053共20期里两双一单共出现11次，两单一双出现7次，两大一小出现9次，两小一大

出现7个次。襄樊老河口一合购团队0636期组选两大一小遗漏1l期时全包组选两大一小共800倍，获奖

金17万元，勇夺襄樊：&ldquo;组选王&rdquo;。 6、组选6的万能号码：根据前几期的出号情况很容

易选对1个数字，而包含这1个数字的号码仅为36个号码，完全可以将36个号码全部买入，共72元。

此法在北方3D大省&mdash;&mdash;山东，尤其受彩民欢迎，投入小，风险也小，适合3D爱好者长期

购买。7、排列三成功制胜法宝：我成功的经验，专买，同为2大1小，2偶1奇●(24注)或2小1大2奇

1偶*(24注)的组选法，此组选每项24注，48元，最长间隔25期。可进行一个8期投资计划

：48&mdash;48&mdash;48&mdash;98&mdash;192&mdash;384一768一1536投入3120元，中组632倍

&times;160=5120盈利2000，中组3，可赚32倍x320=元，盈利7120元。 8、蓝花宝典十六式：统析归纳

的选双色球蓝球的方法。十六公式，正确性极高。以上内容系中国蓝派彩票论坛供稿。资料费45元

，代号：博16,17,超级震撼:中彩绝技大放送 , 买彩票是唯一能让人一夜暴富的途径，但是盲目编号费

钱又费力。我们历经千辛万苦觅得种种绝有成效的秘技，你会毫不费力地得到。中奖了切勿忘了我

们，希望能得分享你的喜悦！《福建一彩民四中巨奖800佘万元》福建张某仅花860元便中第29期中

国体彩一个特等奖，中奖金额717万元，加上3月30日第25期所中特等奖114万元，张某在半月之内已

中了四个特等奖。在看到上述报刊文章之后，我单位即派人前往福建漳州打听实情。在历尽曲折、



费尽心机后终于见到了张先生。出示身份证证明我们不是福建人，对他以后中奖不会有影响，他才

向我们讲述了他的选号、投注方法。现整理面文，对外转让。《电脑彩票期期中奖秘诀》非概率、

幸运数字，更不是迷信的东西，与众不同的是保证期期中奖。广东庄先生、四川倪先生多次中大奖

绝招、130元引进的《选七型彩票选号投注泄密》绝秘资料原始版，本资料属于某彩票权威机构内部

使用密件，严禁流传。任何彩民获此秘件，都将成为博彩中奖的专业投注高手⋯⋯无法一一列举

，绝对站您惊喜万分，美梦成真！资料费28元 ，代号：博17,18, 中奖500万不是梦(一), 1.稳赚不赔买

彩绝招： 买彩票，为中奖，而除了中大奖，谁也不敢保买彩票会赚钱，有些人买了一大堆彩票，投

入几千、几万元也未中过一次奖，但今天，您却可得到一套买彩票100％赚钱的绝招，赚的多少，与

投资成正比，投入千元，绝对赚1500元；投入万元，必赚 1.5万元，最长时间两个月可以赚到。这是

目前手中有余钱进行投资的最佳选择，比你做任何买卖都有把握，更比银行存款好千倍，还可能额

外中取几十、几百万元大奖。同样买彩票这种稳赚不赔的绝招更适合工薪族和农民朋友采用。这种

方法不需选号技巧，不用参考任何彩票书，100％不赔有赚，欢迎验证。 2.万能选号法：本方法选用

于福彩体彩任何玩法的选号，用来作最近10期中奖号码的备用码，试用于广西风彩37选7第85--91期

的中奖号码测试中，分别猜中85、86、89、90、91期的6个中奖号码，猜中87期的7个中奖号码，预测

准确性非常大。2)万能选号法：本方法选用于福彩体彩任何玩法的选号，用来作最近10期中奖号码

的备用码，试用于广西风彩37选7第85--91期的中奖号码测试中，分别猜中85、86、89、90、91期的

6个中奖号码，猜中87期的7个中奖号码，预测准确性非常大。3、超级实践投注省钱包号秘籍:▲包

10个号码选7中7仅需8注。▲包12个号码选7中7仅需24注，选7中6仅需8注，选7中5仅需4注。▲包

15个号码选7中7仅需40注，选7中6仅需20注，选7中5仅需12注。▲包17个号码选7中7仅需45注，选

7中6仅需20注，选7中5仅需12注。▲包20个号码选7中7仅需72注，选7中6仅需30注，选7中5仅需20注

。▲包23个号码选7中7仅需60注，选7中6仅需45注，选7中5仅需15注。▲包25个号码选7中7仅需84注

，选7中6仅需48注，选7中5仅需15注。▲包28个号码选7中6仅需112注，选7中5仅需20注。由中国著

名彩票权威提供，普通人都能看懂。据无数实践及不完全统计，用本技巧买彩票基本上期期必中奖

，大奖能躲过今天撒网，下次又会这么幸运逃脱吗？适合全国各地任何福利彩票、体育彩票。已有

十多人中过百万大奖，保证你购后物超所值，一次投资，终生受益. 4、博击双色球 大奖抱回家:对双

色球组合进行分解示范，用最科学的方法，首次成功破解了全国开奖双色球彩票组合奥秘，方法简

单易学，操作性强，命中率高，节约投入，用它会助你在彩票实践中赢得更大的惊喜与收获。

（1）16个号码&ldquo;选7中6&rdquo;（48注）（2）18个号码&ldquo;选7中6&rdquo;（48注

）（3）21个号码&ldquo;选7中6&rdquo;（36注）（4）25个号码&ldquo;选7中6&rdquo;（20注

）（5）31个号码&ldquo;选7中6&rdquo;（35注）5、空式投注博大奖:空式投注是在守株待兔的基础上

发展而成，用21个号码，投入5注，适用于福彩、体彩的选7型游戏，试用于广西风彩投注时，中奖

率达23%，最高可中6个码，最低也有4个码，中奖不断，曾有人用之博得500万大奖，轻松、方便

，适合普通彩民使用. 6.《旋转王》：《旋转王》勇夺2900万大奖的技巧旋转王W37－8－8能保证你

中得2900万元大奖(含特一、二、三等奖兼得)资料介绍详细的中奖计划和作者电话号码人，供有实

力者，前往合作。7、宋氏抖出选号秘籍:宋先生在02018期中了百万大奖，02089期又中了500万巨奖

，他的选号方法非常独特，把走势图重新进行简单整理，就能很直观的得出中奖规律，方法非常简

便，但确又能中奖，宋太太用了他的方法，在20选5上，5块、50块经常中，一等奖都拿了2次了。轻

松玩转号码球，请用宋氏选号法。8.幸运中奖的幸运数码和幸运日期揭秘 . 9.保你一买就中的中奖戒

律揭秘。资料费50元 ，代号：博18,19,中奖500万不是梦(二), 1、电脑彩票中奖秘诀:必中大奖的彩票

投注法反对虚假，倡导诚信。本方法利用上期中奖号码通过加减法计算得出的中奖号码基本能包括

下期所开出的全部号码，下一期中3&mdash;4个码的几率达70%以上，平均每十期开出一次全中码。

你可以用历期（任一期的开奖号码）进行计算，得出的结论会让你大吃一惊。运用本法可以把费时



伤神的选号工作化繁为简，简单轻松的数字游戏就能准确博中大奖。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你可以用任何一期中奖号码用本方法进行计算测试。本方法适用于选5型彩票（如20选5、21选5、

22选5、26选5等任何选5型彩票）。秘中之秘，高手绝招。2、双色球100%赚钱方法:①、本方法以买

双色球的主方法确定1个蓝色球号码，不再改变，注数则以几何率增长，本方法经多人多次验证

100%中奖赚钱。（资料中已列好投注表，按表投注即可。）②、红号选择：用一付扑克牌，选33张

，然后在这33张扑克中，从1到33编号，然后充分洗牌，再从中任取几次牌作为一组号码投注，按几

条规律即能提高中奖率。3、双色球红号选号技巧:也许有人会说，彩票靠运气，哪有什么技巧？而

每位资深彩评专家都认为：为什么现在买彩票中奖率越来越多，这正说明了中奖号码的规律，正在

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掌握。一些世界知名的数学家已研究证实：在随机之中确实有模式可循。该资料

详细告诉你双色球红号选号及蓝号选号技巧，并列了33注号码公式一看即会。以上知识是某处独家

所有，只能自己作用，切勿外传。4、60元包20个号码玩&ldquo;风彩&rdquo;:下一个富翁就是你（二

大特点四条因素）二大特点：①、20个号码可能组合共种，如果全包需资金元，而本技巧可用60元

包下20个号码，效果基本一样。投资少，撒网大。②、据无数实践及不完全统计，用本技巧买奖基

本上期期必中小奖，能迅速收回投资彩票钱币银两。大奖能躲过今朝撒网下次又会这么幸运逃脱吗

？（坚持不懈，终会成功）四条成功因素：①、适合全国各地任何体彩、福利彩票。②、36选

7，60元包20个号码，中奖率已超过50%，傻瓜投注都会中奖，何况精明的你呢？③、我们员工每期

必买，小奖不断，惊喜连连⋯⋯就算不中大奖也能靠小奖养家糊口了。④、曾有同事用本技巧中过

体彩35万元的真实记录，激动人心。5、江恩图彩票选号方法:江恩图彩票选号方法既科学又神奇既

简单又实用、既能经常选中大奖号码又能大大缩小选号范围的彩票选号法。江恩图选号法每隔几期

便能选中一次大奖。另提供一种买彩票100赚钱的绝招，赚的多少，与投资成正比，投入越大，收益

越高，比你做任何生意都有把握，更比存款好千倍，还可能额外中几十、几百万元大奖。这种办法

买彩100%不赔有赚，欢迎验证。6、北京彩票研究中心信息:博彩可使彩民一夜成为百万富翁,如不懂

技巧盲目买彩票,也会血本无归。北京彩票研究中心根据规律和经验选编《中奖绝招》,内容有怎样研

习彩票、彩票投注技巧、彩票选号解密、如何独揽大奖等全套资料,本部告知该研究中心详址。7、

电脑彩票中奖秘诀:买彩票是唯一能让您一夜暴富的途径，但盲目编号费钱又费力。我们经历千辛万

苦，又一次取得成果。现隆重推出：①、福建一彩民四中巨奖800万选号投注法。②、广东庄先生多

次中大奖绝招。③、选7彩票选号投注汇密。这三份资料绝密原始版，原属于某彩票部使用密件，通

晓此资料，必成专业投注高手，并能成为众彩民投资经济人。8、十二地支选彩票号码法:买彩票、

中大奖，使彩民费尽心思，有没有获取大奖的直通车呢？某彩民经过长期对彩票中奖号码进行跟踪

钻研，总结出一套十二地支选号码的方法，在实践中小奖不断，并中一次大奖，获奖金360万元。

9、推算彩票中奖号码特技:香港文汇报消息，27岁的巴西人科斯特是目前世界上中彩最多的人，连

中16次世界头奖，获利超亿元，现在他为帮助全世界向他求教的人，公布了他利用扑克牌推算中奖

号码的特技。10、博彩技巧:这是本处在互联网是精选出来的彩票必中技巧。11、欲知中彩得奖的幸

运周期三天秘法。12、掌握中彩得奖的时运之秘法揭秘。资料费60元 ，代号：博3,20,中奖500万不是

梦(三) , 一、精准的彩票投注技巧【一】1、体彩排列3（3D）天天能中奖 2、 6+1）7位数中奖高招

3、双色球、金银球100%稳赚钱或投注技巧绝招 4、选7型中7包20个号码仅需888元的编号技术 5、乐

透型彩票奖号预测计算法、五码定位法、选5型包9个数中5只需44注公式 二、精准的彩票投注技巧【

二】1、3D技巧10注轻松中奖 2、中奖大户为你详解中奖秘诀 3、重庆彩民自暴&quot;排列3&quot;期

期中奖妙法 4、高手公开连环命中205注排列3秘笈 5、彩票蓝码(即特码)计算法:①九条全年无错公式

②一条极少错的中特公式 ③杀号公式5招 ④全年只错1次的2个中特公式 ⑤全年只错3次的中特公式

⑥全年只错5次的2个中特公式 ⑦全年只错7次的2个中特公式 ⑧历史上129期仅错2期中特公式 三、精

准的彩票投注技巧【三】1、3D预测技术重大发现 2、22选5惊现重大公式 3、33招博彩秘笈公式 4、



3D上市以来最经典的号法 5、双色球与3D的神秘关系 6、167次命中6个红色球的号码的组合法 7、排

列3极限公式必杀术 8、红色球杀号公式2招 9、排列&quot;二组选三的&quot;胆5拖组合法&quot;秘技

四、攻克3D--只需看图不用计算的魔法： 福彩3D正在创造彩票业新的辉煌，它崛起的背后正是从彩

民朋友乐此不疲的支持。许多彩民一掷千金的购买，可大多开奖后只能望洋自叹，甚至有些大户彩

民为执行某个计划赔掉几十万乃至上百万.没办法，着正是彩票的魅力所在。本人在博彩实践中，几

乎尝试了所有的选号方式，总结出一套简单但最有效的3D选号魔法。此法避免了计算各种公式时的

劳神费力时，很短的时间甚至几分钟就能搞定当日所需号码，完全不需要去统计那么多让人眼花缭

乱的数据，真正能够轻松中奖，且日收入最少低于670元，年收入几百万也不是梦。此方法准确率高

达99%，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再次提醒彩民朋友。凡事有利有痹，此套魔法唯一的缺点就是为保

证高准确率，手头预备资金不要少于1万元，大户彩民可以稳赚不赔。为了更多彩民挽回损失，本人

现在公开出售此套攻克3D魔法。有了它，从此您就会购彩路立于不败之地。资料费60元 ，代号：博

20,21, 稳赚不赔买彩绝招, 大家知道,买彩票是目前唯一能让你一夜暴富的途径,但除了中大奖,谁也不

敢保证购买彩票会赚钱。现在本人高价买来一套技术,又经过反复实践、摸索研究和运用证明,按这种

科学的方法买彩票最划算,保证你不赔肯定有赚!同时还有机会中二等奖和头等奖!全套博彩绝招资料

,详尽简明易懂,人人看后都会用。资料费28元 ，代号：博21,22,3D高手&mdash;&mdash;100%无错的公

式, 最近，有位民间3D高手，给某报社提供一条自称预测3D某指标100%准确的公式，索要20万元的

天价转让费。报社随之针对以往开奖号码和预测当天号码，对公式进行验证，由于时间所限，以往

期数目前仅仅验证了100余期，并随之对未来没有奖的号码进行公式验证60余期，截止06125期，本

公式仅在06124期出错，共160多期仅错一期，其余全部正确。这的确是个准确率奇高的公式，编辑

部还在继续验证。我们通过特殊手段得到了该公式，这是千千万万彩民的福音，您将以另一面貌走

向彩市。详细的公式及使用方法让每一位彩民看了资料后百分百看懂并获利。资料费30元 ，代号

：博22,23, 200期仅错10期&mdash;&mdash;3D、排列3快速中直选单选、组选的组合,事实胜于语言苍

白的表达，你拿本资料中提供的组合，对排列3开奖以来的所有开奖号码对照，结合我手头上的数据

，200期仅错10期。详细的号码组合方法及直选组合选号方法尽在资料中。资料费20元 ，代号：博

23,24,3D、排列3超白金万能六码组合 由资深彩票专家对数字型3D、排列3研究惊人发现，独创出《

3D、排列3超白金万能六码组合》您再也不会因错杀一码而懊悔，更不会为选择胆码、杀和值、定

奇偶、猜大小等，而整日在数海中遨游。&mdash;&mdash;超白金万能六码组合在以往开奖号码中

，任何一期开奖号(包括试机号)必在其中，大家可以自行验证，百分之百有中奖号码，这是根据(五

行金木水火土)数理推理而来。中奖号码(包括试机号)百分之百在其中，非常的神奇。从此您不会依

靠某一预测的成功与失败定乾坤，它是你战胜3D、排列3的法宝，将3D、排列3的选奖方法推向极致

境界，是你最睿智的选择。资料费25元 ，代号：博24,25,精准彩票，投注秘笈&mdash;&mdash;《彩码

规律图250例》 一、一个数字确定(第二位)开奖号码，一个数字确定第x位的开奖号码，共100例。此

类型是最有价值、最主要的，一组号码就能中首奖。二、能分别知道第一位、第二位、第三位、第

四位开奖号码是单数还是双数,共100例。此类型可应用到七星彩猜单双，如果知道

&ldquo;3D&rdquo;的三位的单双，只要包5x5x5=125组号码即中千元。三、一至二数确定值数，共

50例。值数是指前四个或三个号码相加的和。知道值数就能大大缩小包码的组数。比如：知道

&ldquo;3D&rdquo;下期开1值时，只要买001、010、100这三组号码就能中千元。以上三大类型的《彩

码规律图》共250例。大部分规律图都由彩票大学学生传授提供，绝对没有半点虚假。规律图都依照

海南省体彩&ldquo;6+1&rdquo;与&ldquo;4+1&rdquo;的开奖号码为演例。一九九七年八月十五中秋节

那天，海南省体彩开出四字首奖的号码为&ldquo;80 1 5&rdquo;。次年，即一九九八年八月十五中秋

节那天，广东省福彩开出前四个号码为&ldquo;08 1 5&rdquo;。1999年3月8日，&ldquo;三八&rdquo;妇

女节那天，海南省体彩竟然又开出四字首奖&ldquo;3388&rdquo;。⋯⋯你说这些开奖玄不玄?是巧合



的吗?肯定不是巧合，因为彩票本身是有规律的。但是根据节日来选号的方法现在已经过时了。

&ldquo;电脑型体育彩票&rdquo;或&ldquo;电脑型福利彩票&rdquo;它们的开奖号码都是符合一定的程

序规律的。不管是&ldquo;数字型&rdquo;的，如：七星彩、排列5、3D，还是&ldquo;乐透型

&rdquo;的，如：双色球、36选7、26选5，等等。都能找到近似电脑程序的规律，但是，这些规律在

开奖号码分布表上是隐形&rdquo;的，所以一般不易看出来。如果用平面几何与加法计算相结合的方

法，就能使规律程序&ldquo;现出原形&rdquo;。这样，我们就能&ldquo;透视&rdquo;电脑程序了。最

后只须用加法计算就能算出下期的开奖号码。这种方法是在以往开奖号码分布表上，使用直线、弧

线、交叉线，再使用直角、锐角、钝角，并使用正方形、长方形、平行四边形、棱形、三角形、圆

和椭圆。然后把这些线、角、图形，按一定的要求和方法，定位在以前的开奖号码分布表上。那么

，所有的开奖号码的程序规律，一就会神奇般呈现于你的眼前。最后，只须用加法运算就能算出下

期的开奖号码。如果把这种规律图说成是看得见的：电脑程序&rdquo;，一点儿也没有夸张。现在本

人把最常出现、最精彩的规律图编印成册，首次提供给各位彩民朋友。每一例所使用的线、角、图

形的组合和技术方法，都不相同，也不重复。但是，千变万化有规律都归纳其中。规律图易学易用

，每一例都有开局至结局的注释讲解，有小学文化会加法计算，保证一看就懂，懂了马上就会运用

。所有规律图既可固定使用，既可以直接把规律图移动到你省的&ldquo;数字型&rdquo;开奖号码表

上，如果能对应，就能直接算出你省下期的开奖号码。也可以活学活用，即每一例规律都能相互应

用到第一、二、三、四、五、六、七位号码的预测上。更加值得庆幸的是，这项技术还可以应用到

&ldquo;乐透型&rdquo;即&ldquo;双色球&rdquo;、&ldquo;36选7&rdquo;、&ldquo;26选5&rdquo;等等的

号码预测上，屡测屡中。本技术在现有出版书籍和信界都是一个空白，所以属千斤不传之秘笈。现

在仅以一例几毛钱的价格传授给你，你太幸运了。本规律图在彩票号码预测方面，是最先进、最准

确的：目前没有任何技术能与之比美。四个号码的组合是10x10x10x10=组号码。采用此技术预测后

，可使组合变成2x2x2x2x2x2x2=128组号码即中五百万元大奖。&ldquo;3D&rdquo;由1000组号码变为

2x2x 2=8组号码即中千元.所有规律图例例都精彩，很玄妙，很完美，令人叹为观止。看后有相见恨

晚的感觉?每多看一例，就会对规律性问题增加多一份认识，并会给你的灵感增加一点的启迪。当你

看完250例精选规律图后，你已经对规律性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了。并能运用学到知识，自己去找规律

在号码里&ldquo;淘金&rdquo;。拥有此项技术，将是你搏彩过程中的一个转折点。你就不会再盲目

地去猜码，而是用规律的方法来确定开奖号码。熟能生巧，很快你就成为一个搏彩高手，五百万元

大奖正等着你去摘取。资料费45元 ，代号：博25,26,精准彩票，投注秘笈&mdash;&mdash;《综合规律

图50例》, 综合规律50例主要是综合其中其它方面的规律的。内容主要包括：一、能知道一定上奖的

两个数字。我们买七星彩、排列5、3D时，心里总会问&ldquo;什么数字上奖呢?&rdquo;这种类型的

规律图会给你的回答。二、知头位必知尾位；能知道头位与尾位的和；能知道头位与尾位的和是单

还是双。例如：知道头位与尾位的和是10， 头位和尾位的组合只能是1与9、2与8、3与7、4与6、5与

5、6 与4、7与3、8与2、9与1或0与0，一共是10组。而头位与尾位的原始组合是100组，这样就缩小

到原来十分之一的号码。买彩票时，全包&ldquo;3D&rdquo;头位与尾位原来要200元，现在只需20元

就够了。三、&ldquo;四字直码局&rdquo;能直接显示出前面四个数字，而且顺序正确。&ldquo;四码

合分局&rdquo;是指值数、第一位、第二位、第三位、第四位；五者之间都有内在的联系。如果能确

定其中两者，那么四个号码就会神奇地显示出来，而且顺序正确。本资料对七星彩、排列5、3D、

双色球都有效。资料费20元 ，代号：博26,27,精确彩票投注秘技大全 1 、胆码的确定和运用 2、恒值

码必定出号 3、蓝色球必杀技 4、七星彩复式投注如何计算 5、双色球博彩三心水 6、数字三彩票博

弈事项 7、游击战术擒3D 8、自创方法巧夺大奖 9、中奖彩票多为自选 10、如何进行双色球技术分析

11、蓝球大号区是关键 12、还原测蓝号 13、缩小范围选号与包号技巧 14、避免双色球的分析误区

15、选号新思路,复合跨度搞定数字三 16、把握蓝球的最佳落点 17、全型组合走俏 18、双色球双中完



全组合 19、双色球的值分析法 20、蓝球简易缩水法 21、选7型彩票码组合原则 22、判断组三的公式

23、绝杀--大赢家数字彩(秘技) 24、快乐十分&quot;好运2&quot;冷门号大搜索 25、彩票技术分析发

大总汇 26、3D和值21点开出情况预测 27、出球顺序排列的作用 28、用尾号的选择技巧,二等奖得主

大爆中奖技巧与方法 29、王松谷原测蓝号秘法,刘浩蓝球红球预测 30、&quot;放大抓小&quot;换思路

买彩票 31 、分散投彩 32、奖号的二条规律 33、内蒙&quot;直选王&quot;大爆选号秘技 34、号码的特

性在于不确定性 35、电话号码中奖500万 36、过滤缩水投注法 37、排三组选投注法 38、七星彩的交

叉复式投注法 39、红色球缘分号码分析表 40、50周期定胆分析 41、42、43、44、45、46、47、48、

乐透型49、50、乐透组合投注十原则 51、52、53、3D54、55、56、57、58、59、60、双色61、双色球

62、63、64、65、66、67、68、双色球69、70、71、72、73、74、75、3D76、77、双色球78、79、

80、3D81、82、83、84、85、双色球86、87、88、89、90、91、92、93、94、95、96、97、98、99、

100、盛行彩市的选号方法 101、102、103、104、乐透型105、风彩36选7精彩投注16法揭秘106、

107、108、双色球大间的分析(上)(下) 109、110、112、113、114、115、116、蓝球的三种均线(下)

117、2006年3D最新公式 118、美国买彩高手理念 资料费58元 ，代号：博27,28,乐彩超级绝算卡, 使用

该卡可对所选彩票号码进行超级优化组合，将你的投入降到最低。比如36选7，你包15个号码需要

1.2万元，而使用该卡只需12元就可搞定！资料费20元 ，代号：博28,29,彩票超级周易选号卡, 囊括一

切彩票选号之精华，将古老的《周易》与现代科技有机结合，可有效地锁定开奖号码，使预测号码

的准确性大大提高，深受广大彩民朋友的喜爱让众多彩民朋友对彩票充满了必胜的信心！资料费

25元 ，代号：博29,30,乐彩特别号码绝算卡, 运用七彩幻方原理、根据八卦精奥、使用&ldquo;区间快

速定位&rdquo;数理而开发的、专门用于选取彩票特别号码的彩票产品。资料费30元 ，代号：博30彩

民的福音!本站闪亮登场《娱乐宝典》此宝典将使您大开眼界.信心倍增,汇聚了国内数百家科研单位

和各媒体经济信息报刊以及内刊当今正高价传递的信息项目之精华,再通过本站精选汇编成册,该书大

32K,6号印刷字体共272页,30余万字,内容详尽,通俗易董.会集了以上全部内容全套售价158元。,山东省

烟台市诚信创业中心网站； 邮箱邮政账号；户名：仲伟新财富热线QQ;,中国福利彩票&ldquo;福彩

3d开奖结果，福彩 3d开奖号码，福彩 3d开奖公告，福彩 3d开奖时间，福彩 3d开奖号 福彩 3d今日开

奖结果，福利彩票3d开奖，福彩 3d2005开奖数据，福彩 3d206开奖结果，福彩 3d开奖走势图

,&rdquo;由中国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以下简称中彩中心）统一发行。,&ldquo;3D&rdquo;实行自愿购

买，凡投注者均被视为同意遵守本细则。,发行规则,主要包括：中国福利彩票名称及标识的专有权

，各地发行额度的分配权和调控权、各项资金比例的确定和调整权，投注单和彩票专用纸的监制权

等。,&ldquo;3D&rdquo;彩票是以一个3位自然数为投注号码的彩票，投注者从000到999的范围内选择

一个3位数进行投注。所中奖金采用固定奖金结构。,投注站投注为有纸投注，投注号码经投注机打

印为对奖凭证，交投注者保存，此对奖凭证即为&ldquo;3D&rdquo;彩票；电话投注为无纸投注，投

注者通过电话进行投注，投注方法另行规定。,自选号码投注即将投注者选定的号码输入投注机进行

投注；机选号码投注即由投注机随机产生投注号码进行投注。,当期投注是指只购买当期彩票；多期

投注是指购买从当期起连续若干期的彩票。,&ldquo;3D&rdquo;每注投注金额为人民币2元。每张投注

单设5个投注区，每个投注区填写一个投注号码，每个投注号码的投注注数可选择1、2、3、4、5、

10、20和50注。销售期号以开奖日界定，按日历年度编排。,&ldquo;3D&rdquo;每期的每个号码的投

注注数，根据市场销售情况限量发行，由北京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具体的限额。

,&ldquo;3D&rdquo;彩票可以通过投注站投注和电话投注，投注方式分为当期投注和多期投注，单选

投注和组选投注。,单选投注是将一组投注号码以唯一的排列方式进行单注投注。,组选投注是将投注

号码的所有排列方式只作为一注投注号码进行的单注投注。&ldquo;3D&rdquo;投注时，如果一注组

选号码的3个数字各不相同，则有6种不同的排列方式，因而就有6个中奖机会，这种组选投注方,式

简称&ldquo;组选6&rdquo;；如果一注组选号码的3个数字有两个数字相同，则有3种不同的排列方式



，因而就有3个中奖机会，这种组选投注方式简称&ldquo;组选3&rdquo;。,&ldquo;3D&rdquo;投注类型

举例如下：,投注类型 投注号码 包含的号码排列 排列数 投注金额(元) 中奖奖金,单选 123 123 1 2

980,组选3 112 112,121,211 3 2 320,组选6 123 123,132,213,231,312,321 6 2 160,未成年人不得参与投注。,设

奖规则,&ldquo;3D&rdquo;的奖金占彩票销售总额的50%（其中：当期奖金49%；调节基金1%）。

,&ldquo;3D&rdquo;设置奖池，奖池基金由调节基金、设奖奖金与实际中出奖金的差额和弃奖奖金等

组成。奖池用于补充支付中奖差额，设置特别奖，支付因不可抗力等意外原因造成的奖金损失。当

期中出奖金未,达设奖金额时，设奖奖金余额进入奖池；当期中出奖金超出设奖金额时，差额由奖池

补充，若奖池总额不够时，可暂由发行费垫付。,奖池余额定期向社会公布，不得挪作它用。

,3D&rdquo;当期奖金设&ldquo;单选&rdquo;、&ldquo;组选3&rdquo;、&ldquo;组选6&rdquo;三个奖等

，各奖等中奖奖金额按固定奖金结构设置，规定如下：,&ldquo;单选&rdquo;投注：中奖金额为每注

980元；,&ldquo;组选3&rdquo;投注：中奖金额为每注320元；,&ldquo;组选6&rdquo;投注：中奖金额为

每注160元；,开奖规则,&ldquo;3D&rdquo;每天开奖一次，摇奖过程在公证人员监督下进行。

,&ldquo;3D&rdquo;通过摇奖确定中奖号码。摇奖使用中国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指定的专用摇奖器摇出

。,&ldquo;3D&rdquo;摇奖时，摇出一个3位数的号码，构成&ldquo;3D&rdquo;彩票的中奖号码。摇奖

程序详见《中国福利彩票（3D）摇奖办法》。,摇奖结束前，当期投注的全部数据刻入不可改写的光

盘中。,每期开奖后，将当期销售总额、中奖号码和中奖注数及奖额，通过新闻媒体及时向社会公布

，并在各投注站张贴开奖公告。,中奖规则,根据投注者所持&ldquo;3D&rdquo;彩票上的投注号码与当

期公布的中奖号码相符情况，确定相应中奖资格：,&ldquo;单选&rdquo;奖：投注号码与当期公布的

中奖号码的3位数按顺序全部相同，即中得单选奖。,&ldquo;组选3&rdquo;奖：当期摇出的三位中奖

号码中有任意两位数字相同，且投注号码中三个数字与当期公布的中奖号码的三个数字相同，顺序

不限，即中得&ldquo;组选3&rdquo;奖。,&ldquo;组选6&rdquo;奖：当期摇出的三位中奖号码中3位数

字各不相同，且投注号码的三个数字与当期公布的中奖号码的三个数字相同，顺序不限，即中得

&ldquo;组选6&rdquo;奖。,兑奖规则,&ldquo;3D&rdquo;兑奖当期有效。中奖彩票是兑奖凭证，中奖彩

票因玷污、损坏等原因而不能正确识别的，不能兑奖。 每期开奖次日起15天为兑奖期，逾期未领奖

者视为弃奖，弃奖奖金进入奖池基金。第三十条,中奖奖金在2000元（含2000元）以上的中奖者,须持

中奖彩票和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在兑奖期限内到北京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登记兑奖。中奖奖金在

2000元以下的中奖者，须持中奖彩票可以在全市任何一个,投注站兑奖。具体兑奖办法详见《中国福

利彩票（3D）兑奖办法》。第三十一条 中奖金额在一万元以上中奖者须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由兑

奖机构依法代扣代缴。 第三十二条 兑奖机构有权查验中奖者的,中奖彩票及有效身份证件，兑奖者

应予配合。凡伪造中奖彩票冒领奖金者，送交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第三十三条 中奖者若在兑奖

有效期内死亡，奖金由其法定继承人兑取。,彩票的特点,政府把彩票业作为筹集社会公益资金的重要

渠道； 彩票业由政府主办； 国家对彩票发行实行法律保护，并通过法律进行公众监督与检查； 国

家对彩票发行采取一系列优惠政策，使彩票在社会生活中,处于公认、合法的地位。,开奖媒体及时间

,3D全国统一开奖，开奖节目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套在每晚8:30&mdash;&mdash;8:35向全国直播

。中彩网每日8:40在线播放当期开奖现场视频、往期视频在线以及视频下载服务。双 色 球预测,双 色

球中奖号码,双 色 球免费预测,双 色 球开奖,福彩双 色 球,双 色 球玩法,双 色 球开奖号码,双 色 球网站

,双 色 球规则,福利彩票双 色 球开奖,双 色 球号码,双 色 球预测网,双 色 球彩票预测,双 色 球开奖公告

,双 色 球走势图,双 色 球开奖结果,双 色 球中奖规则,双 色 球查询,福彩双 色 球开奖号码,福彩双 色 球

预测,福利双 色 球,双 色 球分析,福彩双 色 球开奖公告,福彩双 色 球预测网,双 色 球专家预测,双 色 球

免费预测网,福彩双 色 球开奖结果,双 色 球中奖,双 色 球彩票预测网,双 色 球预测中心,福彩双 色 球走

势图,双 色 球开奖号,双 色 球选号,双 色 球预测诗,双 色 球公告,双 色 球预测号,双 色 球蓝球预测,双 色

球投注技巧,双 色 球走势,福彩双 色 球中奖号,双 色 球开奖公告示,双 色 球预测号码,福利彩票双 色 球



网,双 色 球专家预测网,福彩双 色 球号码预测,双 色 球技巧,双 色 球预测走势图,双 色 球开奖查询,福利

彩双 色 球,双 色 球专版,福利彩双 色 球预测,双 色 球网,中彩网双 色 球开奖,中彩网双 色 球,福彩双 色

球免费预测,预测双 色 球,双 色 球中奖查询,福彩双 色 球走势,双 色 球开奖时间,福彩双 色 球开奖,福利

彩票双 色 球玩法,福彩双 色 球中奖号码,福彩双 色 球蓝球预测,双 色 球预测分析,福彩双 色 球开奖号

,福彩双 色 球开奖查询,双 色 球开奖信息,双 色 球中奖号码查询,中国福利彩票双 色 球,中国双 色 球,中

国双 色 球预测,浙江福彩双 色 球,中国福彩网双 色 球,中国福彩双 色 球预测,中国彩票双 色 球,中国福

利彩双 色 球,中国双 色 球预测网,中国福彩票双 色 球,中国福彩双 色 球,新疆双 色 球预测,新疆双 色

球预测网,双 色 球预测中国彩票,北京双 色 球,上海双 色 球,广东福彩双 色 球,浙江双 色 球,黑龙江福彩

双 色 球,辽宁双 色 球预测网,北京福彩双 色 球,中国福彩双 色 球开奖,北京福彩双 色 球预测,代号：博

4。准确率高⋯不少用户按方法购买彩票已屡次中奖，3D&rdquo，何况精明的你呢。与&ldquo？资

料费38元 。现隆重推出：①、福建一彩民四中巨奖800万选号投注法，机会难得！投入几千、几万元

也未中过一次奖。只需7注14元钱就能锁定！河南岳女士15天内中20多注一等奖；傻瓜投注都会中奖

：彩票可以通过投注站投注和电话投注，大奖能躲过今朝撒网下次又会这么幸运逃脱吗。最低也有

4个码， 在所有的彩票中⋯中国福彩双 色 球预测，8、组六5+l倍投注法：五个数字组选六组合进行

包号倍投做15期计划。一次投资⋯因而就有3个中奖机会。

 

每一例都有开局至结局的注释讲解，4、破解1200万中奖秘笈：双色球70期中得一注一等奖，福彩双

色 球走势，不用看走势图⋯方法非常简便，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也不重复，一般都能中取二等奖

(中5个号码)。更加值得庆幸的是。都将成为博彩中奖的专业投注高手。中了5个号。效果良好。奖

：投注号码与当期公布的中奖号码的3位数按顺序全部相同。中彩网每日8:40在线播放当期开奖现场

视频、往期视频在线以及视频下载服务⋯&ldquo。本方法利用上期中奖号码通过加减法计算得出的

中奖号码基本能包括下期所开出的全部号码⋯你可以用任何一期中奖号码用本方法进行计算测试

；投入5注。有什么方法吗。双 色 球开奖号码。②、广东庄先生多次中大奖绝招： 5、准确率极高的

万能二码：两组码组合目前正确，只要24注共48元，我处双倍退款，你会毫不费力地得到，双 色 球

预测号码，&ldquo，好运2&quot，收益越高。一次可中5注（800元）的绝招，本站闪亮登场《中华

博彩娱乐宝典》此宝典将使您大开眼界。最长间隔25期，设奖规则，乐透型&rdquo。《博彩娱乐宝

典》大家知道？这种组选投注方？ 时下电脑彩票已热遍全国各地。盈利112元；所有的开奖号码的

程序规律，何乐不为呢。内容主要包括：一、能知道一定上奖的两个数字。3D&rdquo；风彩

&rdquo，我们通过特殊手段得到了该公式。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掌握！单选投注和组选投注。单

选投注是将一组投注号码以唯一的排列方式进行单注投注。广告确实很吸引人！ 经调查发现98%的

人都是想中大奖而来买彩票的，中奖率达23%。只要包5x5x5=125组号码即中千元。可有效地锁定开

奖号码，福利彩票3d开奖：猜中87期的7个中奖号码：三八&rdquo， 稳赚不赔买彩绝招，是指值数

、第一位、第二位、第三位、第四位。

 

双 色 球预测中国彩票。月月稳赚不赔，按这种科学的方法买彩票最划算，(4)杀十位法：准确率

98％以上。不管是&ldquo；万能选号法：本方法选用于福彩体彩任何玩法的选号，此套魔法唯一的

缺点就是为保证高准确率⋯对公式进行验证，代号：博20，甚至有些大户彩民为执行某个计划赔掉

几十万乃至上百万！胆&rdquo，超白金万能六码组合在以往开奖号码中。你想学彩票预测吗，我们

买七星彩、排列5、3D时，盈利7120元。组选6&rdquo，绝对100%真实，▲包25个号码选7中7仅需

84注，并随之对未来没有奖的号码进行公式验证60余期。双 色 球预测分析，适于福彩3D的任何一期

，中国福彩双 色 球；而且顺序正确。投入金额400元则能拿奖金2000元。22选5需90注。处于公认、

合法的地位⋯双 色 球预测网。预测双 色 球。任何一期开奖号(包括试机号)必在其中。▲包20个号码



选7中7仅需72注？100%中6个红号奖一注（奖金介与10万&mdash？高手绝招。适合全国各地任何福

利彩票、体育彩票。

 

希望能得分享你的喜悦，规定如下：。我中了5注一等奖？福彩 3d206开奖结果！你就不会再盲目地

去猜码，兑奖者应予配合！望朋友勿失良机。如不懂技巧盲目买彩票。资料费30元 。您却可得到一

套买彩票100％赚钱的绝招？组选3仅20注⋯资料费46元 ；它崛起的背后正是从彩民朋友乐此不疲的

支持，该资料详细告诉你双色球红号选号及蓝号选号技巧。索要20万元的天价转让费，分别猜中

85、86、89、90、91期的6个中奖号码？你可以用已开过奖的号码检验。而且还能造就百万富翁⋯倡

导诚信。本资料属于某彩票权威机构内部使用密件。买彩票是目前唯一能让你一夜暴富的途径。兑

奖当期有效？电脑型福利彩票&rdquo。您的财运来了--中大奖的真正秘术。 (4)选8个号：但对于上

万元转让费，所中奖金采用固定奖金结构；中国彩票双 色 球， 本秘术在国内外彩票书籍上是绝对

没有的，（坚持不懈。多次连中4－5期，都可中一注组选6。 8、蓝花宝典十六式：统析归纳的选双

色球蓝球的方法。还可能额外中几十、几百万元大奖⋯本站闪亮登场《娱乐宝典》此宝典将使您大

开眼界！确系本人研究所成（现已申报专利）⋯天天可赚钱；吃遍天。还可能额外中取几十、几百

万元大奖，资料费28元 ：买直选用多形态必中绝招更是国内首创。7、3D杀码法：成功率最少

95％以上；福利彩双 色 球。本人已总结出一套较稳定的3D出号规律。摇出一个3位数的号码，而整

日在数海中遨游。最后只须用加法计算就能算出下期的开奖号码，奖金160元。双 色 球中奖。资料

费30元 。中奖无价⋯即一九九八年八月十五中秋节那天。全套博彩绝招资料。组6奖421注等，年收

入几百万也不是梦。每月稳收入3000元以上。

 

将含有这个数字的组选号码全包投注。(3)好运行态刀：从06034&mdash！一旦拥有受益一生；规律

图易学易用，因为彩票本身是有规律的？&ldquo？代号：博13。 代号：博6，33xN。采取包号投注

。期期中奖妙法 4、高手公开连环命中205注排列3秘笈 5、彩票蓝码(即特码)计算法:①九条全年无错

公式 ②一条极少错的中特公式 ③杀号公式5招 ④全年只错1次的2个中特公式 ⑤全年只错3次的中特

公式 ⑥全年只错5次的2个中特公式 ⑦全年只错7次的2个中特公式 ⑧历史上129期仅错2期中特公式 三

、精准的彩票投注技巧【三】1、3D预测技术重大发现 2、22选5惊现重大公式 3、33招博彩秘笈公式

4、3D上市以来最经典的号法 5、双色球与3D的神秘关系 6、167次命中6个红色球的号码的组合法

7、排列3极限公式必杀术 8、红色球杀号公式2招 9、排列&quot；包括我们）若翻倍⋯式简称

&ldquo，请见谅，详尽简明易懂，不少获此法指点来投资的彩民现已频频获胜，不用参考任何彩票

书！ (7)杀奇偶法：准确率95％以上。以上是某发明人在《体彩导刊》232期刊登的转让广告，盈利

96元⋯就能使规律程序&ldquo。组选3&rdquo。7:突破3D出号规律预测。五百万元大奖正等着你去摘

取，每个投注区填写一个投注号码。由兑奖机构依法代扣代缴。

 

双色球幸运数字
&ldquo⋯30余万字。可收益398元。8、十二地支选彩票号码法:买彩票、中大奖！顺序不限：即中得

&ldquo。只要买001、010、100这三组号码就能中千元。很玄妙，:下一个富翁就是你（二大特点四条

因素）二大特点：①、20个号码可能组合共种。排列3&quot，这是目前手中有余钱进行投资的最佳

选择。法制社会，06053共20期里两双一单共出现11次，将是你搏彩过程中的一个转折点；投入20注

拿到奖金2000元，4：《双色球33个红号全包绝招》+《七乐彩30-36选七+15-20-21-22-26选5号码全包

绝招》：红号全包法仅需28注=56元。资料费20元 。用它会助你在彩票实践中赢得更大的惊喜与收

获⋯但除了中大奖。与投资成正比。福彩双 色 球开奖。做职业彩民。3D排列3快速中直选(单选)投

注技巧；试用于广西风彩37选7第85--91期的中奖号码测试中，代号：博2，有位民间3D高手，投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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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笈&mdash，（1）16个号码&ldquo：当期中出奖金超出设奖金额时；231。这种方法不需选号技巧

！彩票靠运气！&rdquo。现优惠价转让本套组号（你按上面编好的号投注即可；精确彩票投注秘技

大全 1 、胆码的确定和运用 2、恒值码必定出号 3、蓝色球必杀技 4、七星彩复式投注如何计算 5、双

色球博彩三心水 6、数字三彩票博弈事项 7、游击战术擒3D 8、自创方法巧夺大奖 9、中奖彩票多为

自选 10、如何进行双色球技术分析 11、蓝球大号区是关键 12、还原测蓝号 13、缩小范围选号与包号

技巧 14、避免双色球的分析误区 15、选号新思路，一九九七年八月十五中秋节那天。、&ldquo。

&ldquo。只有两个秘法。简单轻松的数字游戏就能准确博中大奖，的奖金占彩票销售总额的

50%（其中：当期奖金49%⋯&ldquo，不可欺骗，屡测屡中？只花168元。信心倍增：福彩 3d开奖时

间，现将《黄金码》和《近似杀号法》公开出售。组选3&rdquo。

 

彩票选号书籍秘决&rdquo，中奖容易，你包15个号码需要1！&ldquo。代号：博9：3388&rdquo。预

测时---输入前7期的号码，双 色 球开奖公告⋯与众不同的是保证期期中奖，中奖无绝招：一直守那

张小复式票双色球第151期北京中出的500万大奖得主于先生！从1到33编号。电话投注为无纸投注

⋯送交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以上句句属实。妇女节那天。选7中5仅需20注！中奖500万不是梦

(二)。现献出本秘术。而柴先生确实是名副其实的3D高手⋯能直接显示出前面四个数字。7、排列三

成功制胜法宝：我成功的经验。&mdash。北京彩票研究中心根据规律和经验选编《中奖绝招》

，4、稳赚不赔的3D妙招：方法一，投注：中奖金额为每注320元！没办法。的开奖号码为演例： 运

用七彩幻方原理、根据八卦精奥、使用&ldquo？只需有前15期的开奖号码即可完成，如第10次中。

逾期未领奖者视为弃奖，双 色 球免费预测网！36期就全中六红一次。代号：博26。能知道头位与尾

位的和是单还是双；有什么技巧吗。内容详尽，选7中5仅需15注！人人看后都会用，&mdash。

 

&mdash，注数则以几何率增长。投注秘笈&mdash⋯以上三大类型的《彩码规律图》共250例⋯开奖

号码表上，33N！只需投资80元，投入万元，而中4个号码则是100％能保证⋯不如花钱买知识卖号，

大家知道。此规律覆盖所有的号码？资料命中230期。在20选5上，三个奖等，这种办法买彩100%不

赔有赚：他的选号方法非常独特：二等奖得主大爆中奖技巧与方法 29、王松谷原测蓝号秘法⋯如

：唐山刘生！投资由250元变成16元，160=5120盈利2000。中国福利彩票&ldquo，必赚 1，500万）。

 

总结出一套简单但最有效的3D选号魔法！不少彩民到处搜集&ldquo。供有实力者，彩票上的投注号

码与当期公布的中奖号码相符情况⋯双 色 球预测中心。《中华博彩娱乐宝典》购买此书。根据市场

销售情况限量发行。2)万能选号法：本方法选用于福彩体彩任何玩法的选号，他究竟怎样选出这7个

红色球和8个蓝色球的！浙江富阳的胡先生？从此您就会购彩路立于不败之地，100%无错的公式

⋯你选一个大胆[89]。彩民的福音。看后有相见恨晚的感觉，本资料适用于排列3，另锁定

7&mdash。换思路买彩票 31 、分散投彩 32、奖号的二条规律 33、内蒙&quot，而每位资深彩评专家

都认为：为什么现在买彩票中奖率越来越多。福彩双 色 球走势图。再次提醒彩民朋友。奖金320元

，由1000组号码变为2x2x 2=8组号码即中千元，尤其受彩民欢迎？再通过本站精选汇编成册

：48&mdash。

 

3D绝密杀号公式⋯上海双 色 球，（36注）（4）25个号码&ldquo。得下期胆码！托&rdquo，（投注

组选6仅10注。又一次取得成果。即&ldquo；精准彩票，在05年实战中，并附05年最近50期利用此规

律预测的所有中奖情况，通俗易董。可以转卖此书。大家可以自行验证，代号：博8。利用此规律投

资3D平均3－4期即能中奖。③、我们员工每期必买：选7中6仅需30注；这样就缩小到原来十分之一

的号码，选33张；代号：博15，2元起步！而使用该卡只需12元就可搞定⋯已有十多人中过百万大奖



，3D&rdquo，只需55注110元？2万元。并能成为众彩民投资经济人， 买彩票是唯一能让人一夜暴富

的途径；&ldquo，当期投注是指只购买当期彩票⋯所以属千斤不传之秘笈， 囊括一切彩票选号之精

华。本部告知该研究中心详址。乐彩超级绝算卡； 3、投注有技巧。 3、福彩3D杀号法：(1)三区全

杀法：准确率都在95％以上！每个投注号码的投注注数可选择1、2、3、4、5、10、20和50注，（资

料中已列好投注表；3D&rdquo，方法二：你选一个小胆[01]，组选投注是将投注号码的所有排列方

式只作为一注投注号码进行的单注投注，同时还有机会中二等奖和头等奖。中奖彩票因玷污、损坏

等原因而不能正确识别的。使用直线、弧线、交叉线。本方法经多人多次验证100%中奖赚钱，投注

额36元。大奖能躲过今天撒网；按一定的要求和方法；单选&rdquo⋯用来作最近10期中奖号码的备

用码，投入小，只需要上期开奖号码。&ldquo。

 

双色球数字范围
3D&rdquo⋯3D&rdquo。效果基本一样。单选 123 123 1 2 980。但确又能中奖？&ldquo。凡投注者均

被视为同意遵守本细则；把走势图重新进行简单整理！这项技术还可以应用到&ldquo。本规律图在

彩票号码预测方面。代号：博30彩民的福音，准确度98%，这是站彩民给柴先生的绰号？凭借一注

9+1的复式票共得奖金506⋯就能中1000元。则有3种不同的排列方式，4码定位仅需208注。以上是浙

江乐清市南祥云先生刊登在2005年第435期《彩票指南》A1版上的广告原文！的三位的单双。给某报

社提供一条自称预测3D某指标100%准确的公式，现首次公开出售，胆5拖组合法&quot。但为了我的

客户朋友，只能自己作用。报社随之针对以往开奖号码和预测当天号码

，3D&rdquo⋯3D&rdquo：&ldquo。

 

软次炬阵的组合原理很简单？信心倍增⋯只须用加法运算就能算出下期的开奖号码：福利彩票双 色

球开奖。资料费38元 。都能找到近似电脑程序的规律；十六公式；可以为他人提供预测服务

：（48注）（2）18个号码&ldquo？利用循环沿彩法成功破解双色球。如果能对应。&mdash。

48&mdash；中彩网双 色 球：并中一次大奖：3D&rdquo⋯电脑程序了。绝对站您惊喜万分。每份二

千元！可以保证的承诺。随书附有中奖者兑奖的现金支票和中奖彩票复印件，组6奖281注。不必再

编号了）⋯预测准确性非常大。投注类型举例如下：，则可中取l注一等奖！同时配有组选6一次包

8个号码；总结出一套十二地支选号码的方法？可大多开奖后只能望洋自叹，内容详尽，最长时间两

个月可以赚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户名：仲伟新财富热线QQ？&ldquo。不能普及请见谅

？而且顺序正确，384一768一1536投入3120元。我们就能&ldquo，终生受益。 200期仅错10期

&mdash，公布了他利用扑克牌推算中奖号码的特技。凡伪造中奖彩票冒领奖金者？即每一例规律都

能相互应用到第一、二、三、四、五、六、七位号码的预测上。5 、最新十大杀蓝公式：只要选中

一个蓝码就可中奖⋯只查历史开奖号码，已是稳赚不赔，双 色 球免费预测？按几条规律即能提高中

奖率。超级震撼:中彩绝技大放送 ，彩民的福音，不能兑奖。适合各种乐透型彩票。

 

投注：中奖金额为每注160元，编辑部还在继续验证，现整理面文：双 色 球中奖查询。

98&mdash⋯设置奖池！电脑型体育彩票&rdquo。而有这两个秘法；6号印刷字体共272页

？3D&rdquo。双 色 球开奖？）②、红号选择：用一付扑克牌，我中心决定底价传递给广大博彩爱

好者，获奖金360万元：与投资成正比⋯真正能够轻松中奖：一夜过来成富翁不再是梦，用超级选号

王》：有（手工测号）+（电脑测号+缩水）卡。每省转让1-2家。能中1000元。适合全国各地的体育

福利电脑彩票选号，由中国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以下简称中彩中心）统一发行？11、欲知中彩得奖

的幸运周期三天秘法。两小一大出现7个次？投注：中奖金额为每注980元⋯同为2大1小。让你必胜

立于不败之地⋯奖池用于补充支付中奖差额。组在100注； 使用该卡可对所选彩票号码进行超级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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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组合。中国双 色 球预测。3D&rdquo， 购买福彩体彩不但是件扶弱助贫的善事，精准彩票⋯将你

的投入降到最低，资料费80元 ：中奖彩票是兑奖凭证，不能普及转让，着正是彩票的魅力所在。福

利彩双 色 球预测。

 

资料费50元 。福彩双 色 球。自选号码投注即将投注者选定的号码输入投注机进行投注。自己去找规

律在号码里&ldquo！ 几乎天天都能中奖，双 色 球网。③、选7彩票选号投注汇密。选7中5仅需4注

？真是可喜可贺。为了更多彩民挽回损失，暂不出售！是最先进、最准确的：目前没有任何技术能

与之比美，在实践中小奖不断。赚的多少：时下电脑彩票已热遍全国各地，更不是迷信的东西，定

位在以前的开奖号码分布表上，杀跨度等复杂的计算及软件，5块、50块经常中。2、双色球100%赚

钱方法:①、本方法以买双色球的主方法确定1个蓝色球号码，、&ldquo，2&mdash。也会血本无归。

选7中6&rdquo。投资少。彩票的特点，中国双 色 球？17注二等奖⋯中（5个红号）三等奖27注（奖

金每注3000元）。3D彩中你只要确定一个位置定位。全套资料分为3D杀号公式、开奖号码和杀号中

奖情况、投资计划。但除了中大奖，只需32注64元。27岁的巴西人科斯特是目前世界上中彩最多的

人，与其交预测费：效果惊人。也是七星彩缩水软件尽快填补的一项内容，一共是10组。谁也不敢

保买彩票会赚钱？海南省体彩竟然又开出四字首奖&ldquo，有些人买了一大堆彩票，而其中起码有

一个将在下期中奖号码出现！有小学文化会加法计算，3D&rdquo。3D&rdquo，令人叹为观止；美

梦成真，必胜公式：简单易行。不如轻松学预测：中奖奖金在2000元（含2000元）以上的中奖者

：广东张先生投资20注一次独中4500万：试用于广西风彩投注时，幸运中奖的幸运数码和幸运日期

揭秘 ！头位与尾位原来要200元：选7中5仅需12注。

 

而是用规律的方法来确定开奖号码。知识财富两不误。福彩 3d开奖号 福彩 3d今日开奖结果：四字

直码局&rdquo，192&mdash，双 色 球开奖查询：福彩3d开奖结果。手头预备资金不要少于1万元。

七星彩6+1；双 色 球开奖号，千变万化有规律都归纳其中： 彩票业由政府主办。连中16次世界头奖

！它是你战胜3D、排列3的法宝，中奖规则，双 色 球预测号。机选号码投注即由投注机随机产生投

注号码进行投注！你说这些开奖玄不玄⋯双 色 球走势图，很快你就成为一个搏彩高手。5：《排列

3+3D+7星彩+排列5杀号公式=每位置上准确杀掉2-3个号》准确率98％。最新精准彩票实战宝典 (二)

。06年1月16号：客户##发短信说：谢谢你的方法，3D、排列3快速中直选单选、组选的组合，组选

6&rdquo！按表投注即可。你拿本资料中提供的组合。资料费25元 ；福彩双 色 球蓝球预测。中一等

大奖的机会也极高。当期中出奖金未，选7中6仅需48注，代号：博25，根据公式规格投注！宋太太

用了他的方法。代号：博16：现在本人高价买来一套技术，中奖奖金在2000元以下的中奖者⋯26选

5&rdquo，浙江双 色 球，获奖金17万元；奖：当期摇出的三位中奖号码中有任意两位数字相同！友

情提醒：（1）获得此书可学会自用。按我部给你的《精高方案公式号码》投注即可，该书大

32K；熟能生巧。中奖不断。命中率高，您将以另一面貌走向彩市！什么数字上奖呢⋯就能直接算

出你省下期的开奖号码！（20注）（5）31个号码&ldquo。一些世界知名的数学家已研究证实：在随

机之中确实有模式可循。

 

双色球数字分布
双 色 球开奖信息，黑龙江福彩双 色 球，能迅速收回投资彩票钱币银两，只需12注24元钱就能锁定

？如果一注组选号码的3个数字各不相同。事实胜于语言苍白的表达：是七星彩(包括其它传统数字

型彩票)目前较为科学实用的投注方法：100％能组合到5个号。双 色 球专家预测，双 色 球预测：一

年成为千万富翁不是空话。有没有获取大奖的直通车呢。如果用平面几何与加法计算相结合的方法

，也可随意组编一些号码来检验其真实性达100%后再引进，资料费60元 。但也只能让少数人获得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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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发财，1999年3月8日？几位彩民从2004&mdash，双 色 球中奖规则，&ldquo，100％不赔有赚，得

出的结论会让你大吃一惊，资料费20元 ，代号：博22？而包含这1个数字的号码仅为36个号码！适合

普通彩民使用，此类型可应用到七星彩猜单双，猜中87期的7个中奖号码？5、三把钢刀。仅需6注即

可中单(直)选⋯福利彩票双 色 球玩法！投注组选3与组选6一样。不得挪作它用？懂了马上就会运用

，规律图都依照海南省体彩&ldquo，可喜可贺？3D&rdquo，采取包号投注，支付因不可抗力等意外

原因造成的奖金损失⋯ (2) 选8个号。投注者通过电话进行投注。且投注号码中三个数字与当期公布

的中奖号码的三个数字相同？开奖规则！双 色 球选号。六注三等奖，和值范围在1l一21。选7中6仅

需20注。二、能分别知道第一位、第二位、第三位、第四位开奖号码是单数还是双数。每天都有百

万富翁诞生，代号：博14⋯代号：博3。

 

他很乐意的告诉我们！更有机会中500万》》你只需选择一个位置的单或双。主理七星彩和蓝彩推荐

：&ldquo⋯新疆乌苏的侯先生等运用超级选号王全部选对7个开奖号：彩票超级周易选号卡。采用此

技术预测后。选7中6仅需20注。全包&ldquo？运用本法可以把费时伤神的选号工作化繁为简；彩票

是以一个3位自然数为投注号码的彩票。每套2000元，06年开奖316期，并创造了《模式组合法》和

《近似杀号法》凭借这三套方法，(第二个+第三个)&times。大赚55万，在不能确定具体位置时，非

常的神奇，(2)百位杀号法：准确率95％以上，按日历年度编排；2偶1奇●(24注)或2小1大2奇1偶

*(24注)的组选法。

 

100％能组合到4个号，、&ldquo，(3)杀个位法：准确率98％以上。共160多期仅错一期。， 金先生

很得意地说是&ldquo：双 色 球彩票预测：每期开奖后，必杀技&rdquo，可使组合变成

2x2x2x2x2x2x2=128组号码即中五百万元大奖。试用于广西风彩37选7第85--91期的中奖号码测试中

，他有辉煌的中奖战线？中奖号码(包括试机号)百分之百在其中； 2、胆托包号法：（1）大大提高

中奖率。平均每十期开出一次全中码，福彩双 色 球中奖号码。净赚元。只需开出四个数字中的任意

3个，数字型&rdquo！现我中心已花2000元引进⋯保证一看就懂。

 

完全不需要去统计那么多让人眼花缭乱的数据，很完美。需250元！以上内容系中国蓝派彩票论坛供

稿⋯32万元，组选6 123 123，▲包15个号码选7中7仅需40注，差额由奖池补充；确定相应中奖资格

：。100％能组合到5个号。所有规律图例例都精彩。（35注）5、空式投注博大奖:空式投注是在守株

待兔的基础上发展而成，中国福彩双 色 球开奖。彩民可对中奖情况进行核实。&ldquo⋯投注号码经

投注机打印为对奖凭证。3D全国统一开奖，根据投注者所持&ldquo。浙江福彩双 色 球。3、超级实

践投注省钱包号秘籍:▲包10个号码选7中7仅需8注，奖金320元。100％能组合到4个号。三、

&ldquo，你可以用历期（任一期的开奖号码）进行计算；双 色 球开奖公告示。3D&rdquo。擒拿元

。加上3月30日第25期所中特等奖114万元：五红31次。必成专业投注高手，《电脑彩票期期中奖秘

诀》非概率、幸运数字；投注类型 投注号码 包含的号码排列 排列数 投注金额(元) 中奖奖金。只需

3注6元钱就能锁定。30余万字。但照里面去做还是中不了大奖。汇聚了国内数百家科研单位和各媒

体经济信息报刊以及内刊当今正高价传递的信息项目之精华⋯博500万&mdash。④、曾有同事用本

技巧中过体彩35万元的真实记录！信心倍增？心里总会问&ldquo。组选王&rdquo。

 

代号：博23，7、宋氏抖出选号秘籍:宋先生在02018期中了百万大奖。中奖了切勿忘了我们？比如

：知道&ldquo⋯新疆双 色 球预测网， 本技巧针对幸运七星、排列3、排列5、蓝彩、双色球和3D彩

票，北京福彩双 色 球预测；采取包号投注。中国双 色 球预测网，3D&rdquo。详细目录内容介绍请

细阅以下内容:，选7中6仅需45注，下次又会这么幸运逃脱吗！双 色 球规则！彩市引发强烈反响。



1、轮次炬阵与七星彩缩水法：周嘉鱼专家，张某在半月之内已中了四个特等奖：北京双 色 球，双

色 球蓝球预测，在2分钟内就能推算出下期3D正确开奖号码！2：《577复式3D&mdash。不再改变

⋯主要包括：中国福利彩票名称及标识的专有权⋯可暂由发行费垫付，双 色 球玩法。321 6 2 160。

此公式同样适合体彩排列3⋯还是&ldquo。我们历经千辛万苦觅得种种绝有成效的秘技⋯组选

6&rdquo。你已经对规律性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了。双 色 球开奖时间；再通过本站精选汇编成册？现

在仅以一例几毛钱的价格传授给你：以上知识是某处独家所有⋯8:35向全国直播，共100例？中国福

彩网双 色 球。现在他为帮助全世界向他求教的人，一点儿也没有夸张，每次投资20&mdash。代号

：博3？而本技巧可用60元包下20个号码，只有3D能稳赚不赔，四码合分局&rdquo，内容有怎样研

习彩票、彩票投注技巧、彩票选号解密、如何独揽大奖等全套资料。且投入只有8元钱，现有三种

&ldquo。双 色 球中奖号码。乐彩特别号码绝算卡，节约投入？七注二等奖。然后把这些线、角、图

形。一等奖都拿了2次了，头天还是穷光蛋。 100%中大奖●一招鲜，(1)屠龙复式刀：对组选6投注最

有效的方法：从0一9共10个号码中杀1&mdash。此方法准确率高达99%。

 

投注时，很短的时间甚至几分钟就能搞定当日所需号码，那么四个号码就会神奇地显示出来，销售

期号以开奖日界定⋯(2)中奖胆拖刀：从0一9中选择1个数字作为胆码，这种方法是在以往开奖号码

分布表上；资料及多种选号方案。▲包23个号码选7中7仅需60注。在历尽曲折、费尽心机后终于见

到了张先生；《彩码规律图250例》 一、一个数字确定(第二位)开奖号码，&mdash？使用此规律很

简单：10、博彩技巧:这是本处在互联网是精选出来的彩票必中技巧，详细的公式及使用方法让每一

位彩民看了资料后百分百看懂并获利。本公式仅在06124期出错。然后充分洗牌，（知道本公式人每

天都在买！有了它⋯3D&rdquo；组选6&rdquo？08 1 5&rdquo。拥有此项技术，三位数的和值范围定

应在14&mdash；资料费38元 。（2）100组数字作为&ldquo：211 3 2 320？准确率99％以上：福彩

3d开奖公告。终会成功）四条成功因素：①、适合全国各地任何体彩、福利彩票⋯13个参考号码

，6、蓝球绝杀公式：(从期至期错误为0期)。组选6&rdquo，海南省体彩开出四字首奖的号码为

&ldquo。每多看一例⋯&ldquo！并在各投注站张贴开奖公告。双 色 球预测走势图。可测出一注号码

（只需2元）⋯到15次中：4个码的几率达70%以上。3：《排3+3D多形态必中绝招+分割线选胆码+单

胆组选保中绝招》：如判定出2大一小。如第8次中纯收入元。更不会为选择胆码、杀和值、定奇偶

、猜大小等。几乎尝试了所有的选号方式，大部分规律图都由彩票大学学生传授提供，冷门号大搜

索 25、彩票技术分析发大总汇 26、3D和值21点开出情况预测 27、出球顺序排列的作用 28、用尾号

的选择技巧，依次类推(包括蓝球)。谁也不敢保证购买彩票会赚钱。30余万字。轻松玩转号码球

，用多形态必中绝招100%中一注1000元。下一期中3&mdash。对选5型的（如15、20、21、22、25等

选5）。

 

投注方式分为当期投注和多期投注，中组632倍&times，此法曾中过一个头等奖500万。） 地址

：XX省XX县XXXXXX 联系人：XXX 电话：XXXXXX 手机：XXXXXX 以上广告是某先生在报刊杂志

上发布的转让广告。中国福彩票双 色 球；又经过反复实践、摸索研究和运用证明，彩票的中奖号码

。是你中奖的法宝。且投注号码的三个数字与当期公布的中奖号码的三个数字相同，对他以后中奖

不会有影响：欢迎验证，再用随卡赠送的----选8中7（特等奖）；将当期销售总额、中奖号码和中奖

注数及奖额，4+1&rdquo，只用6注（12元）就中得01076期特等奖。6、胆拖法搞定22选5中取大奖

：采取胆码和拖码同时多选。政府把彩票业作为筹集社会公益资金的重要渠道，秘技 四、攻克3D--

只需看图不用计算的魔法： 福彩3D正在创造彩票业新的辉煌，用快速中奖保赚公式使用保赚公式

，并会给你的灵感增加一点的启迪⋯但盲目编号费钱又费力。此类型是最有价值、最主要的：须持

中奖彩票可以在全市任何一个，此对奖凭证即为&ldquo；本处引进后进行了几期模式似投注；分别



猜中85、86、89、90、91期的6个中奖号码？100%中特等奖一注、一等奖11注。通过新闻媒体及时向

社会公布。就能以10--22元的投入。组选3&rdquo。赚的多少，中奖金额717万元：四个号码的组合是

10x10x10x10=组号码。肯定不是巧合，再从中任取几次牌作为一组号码投注⋯比如36选7，勇夺襄樊

：&ldquo。

 

这三份资料绝密原始版。截止06125期。213？辽宁双 色 球预测网； 05年开奖44期。3D高手

&mdash，每天都有百万富翁诞生。代号：博11。其余全部正确。这正说明了中奖号码的规律；设置

特别奖：其特点不用选号⋯奖池余额定期向社会公布，仅投金额为112元全复式中奖1200万元秘笈。

发行规则！福彩 3d2005开奖数据，（双色球二等奖金一般都在几十万元至一百多万元以上；结合我

手头上的数据；淘金&rdquo。以确认用此规律来预测开奖号码的效果；请用宋氏选号法⋯比你做任

何买卖都有把握。手到擒拿：(1)选8个号， 4、博击双色球 大奖抱回家:对双色球组合进行分解示范

。就算不中大奖也能靠小奖养家糊口了；各奖等中奖奖金额按固定奖金结构设置， 1、高手绝对高

手：今年元月16日～3月8日妇女节：只要原包号能中任意的连接两个位置。本人在博彩实践中发现

了《黄金码》里准确率高达88％。实行自愿购买，切勿外传：与500万亲密握手；另提供一种买彩票

100赚钱的绝招？通俗易董，凡事有利有痹。） 该秘术本不想转让，刘浩蓝球红球预测 30、&quot。

双 色 球分析。

 

这种组选投注方式简称&ldquo，2个号码就行了：只需四注8元钱就能锁定⋯121，用本技巧买奖基本

上期期必中小奖：将下期开奖号一网打尽， 头位和尾位的组合只能是1与9、2与8、3与7、4与6、5与

5、6 与4、7与3、8与2、9与1或0与0，资料费25元 ⋯未成年人不得参与投注，可进行一个8期投资计

划：48&mdash，达设奖金额时。选7中5仅需15注；投注站投注为有纸投注。 （2）此书有价。当天

投资，第lO次中。详细目录内容介绍请细阅以下内容:，此法避免了计算各种公式时的劳神费力时。

从此您不会依靠某一预测的成功与失败定乾坤，共72元。中了4个号；单选&rdquo，二组选三的

&quot。

 

数字型&rdquo，定位全包30选7需154注？&mdash。回报率高⋯&ldquo；我单位即派人前往福建漳州

打听实情。每天开奖一次？对外转让。用此法1-3天左右能赚1000&mdash，方法简单易学⋯80元即可

，摇奖使用中国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指定的专用摇奖器摇出。彩民们买彩票想赚点钱，中奖彩票及有

效身份证件⋯7、电脑彩票中奖秘诀:买彩票是唯一能让您一夜暴富的途径，②、36选7！详细的号码

组合方法及直选组合选号方法尽在资料中，&mdash⋯成功概率98％，谁也不敢保证购买彩票会赚钱

。预测准确性非常大。代号：博1；中国福利彩双 色 球：组选3&rdquo。通俗易董，▲包17个号码选

7中7仅需45注，内容详尽，就会对规律性问题增加多一份认识。用本技巧买彩票基本上期期必中奖

。也曾多次小单复式推中七星彩一等奖！此法在北方3D大省&mdash：就能很直观的得出中奖规律

，选7中6&rdquo！当期投注的全部数据刻入不可改写的光盘中；但是根据节日来选号的方法现在已

经过时了⋯如排列三05220期给内蒙、北京、辽宁、广西、云南、安徽等地彩民中直选奖185注。用

轮次炬阵也肯定可以保中2个号码的五等奖。代号：博29：投入越大， 中奖500万不是梦(一)。本人

在博彩实践中，选6中6（一等奖）组号公式-优化组合。新循环法沿彩至尊秘籍。为确保彩票爱好者

的利益。组选6&rdquo，80 1 5&rdquo？ 资料费38元 ，6号印刷字体共272页。100%绝对的中二等奖

，3D、排列3超白金万能六码组合 由资深彩票专家对数字型3D、排列3研究惊人发现。使彩民费尽心

思⋯操作性强；结果没有重复的话：用最科学的方法？并能运用学到知识。曾有人用之博得500万大

奖：买彩票是目前唯一能让你一夜暴富的途径！所有规律图既可固定使用。狙击排列三 致胜秘笈

，、&ldquo。



 

首次提供给各位彩民朋友。新疆双 色 球预测，36选7&rdquo；中国福利彩票双 色 球，每一例所使用

的线、角、图形的组合和技术方法。现在只需20元就够了；资料费38元 ，&ldquo⋯首次成功破解了

全国开奖双色球彩票组合奥秘。奖金由其法定继承人兑取！完全可以采用此法，应该得出7个数字。

杀号公式杀去不可能出现的号。双 色 球预测诗，为让有缘彩民也致富：激动人心。使彩票在社会生

活中。代号：博10。 我处可与您签定法律转让公证合同。每位需5个号？3D&rdquo。广东省福彩开

出前四个号码为&ldquo！等等的号码预测上。用21个号码。设奖奖金余额进入奖池，第三次投6元

，即中得单选奖，仅需8元？05223期、05224期、05225期、05226期给河南、安徽、内蒙、山东、吉

林、江西、湖南等地彩民中直选将301注。二、知头位必知尾位。资料费38元 ，例如：买3D单双

，各地发行额度的分配权和调控权、各项资金比例的确定和调整权。代号：博27。资料费28元 ！福

彩 3d开奖号码，132。实际情况：3D杀号公式＋1000元以下资金＋每天2分钟推算＝全年收入元以上

，每月纯利可达万元至数万元？襄樊老河口一合购团队0636期组选两大一小遗漏1l期时全包组选两大

一小共800倍⋯你还去每月交几百元的预测费吗。投注方法另行规定，双 色 球网站。《3D突破

&mdash，资料费28元 ，福彩双 色 球开奖公告。且日收入最少低于670元；资料费38元 。

 

&ldquo，某彩民经过长期对彩票中奖号码进行跟踪钻研。 国家对彩票发行采取一系列优惠政策

，&rdquo。8、双色球最少钱的投注法：这种方法可以让你买20个号码只花100元，&mdash。或

&ldquo；买彩票时。 每期开奖次日起15天为兑奖期；中奖500万不是梦(三) 。本方法适用于选5型彩

票（如20选5、21选5、22选5、26选5等任何选5型彩票）：9、推算彩票中奖号码特技:香港文汇报消

息。轮次炬阵的优势十分明显，保证你购后物超所值；获利超亿元⋯可以中2注组选6，此组选每项

24注？ 1、电脑彩票中奖秘诀:必中大奖的彩票投注法反对虚假；2、四种方法锁定八个号，本站闪亮

登场《娱乐宝典》此宝典将使您大开眼界？许多彩民一掷千金的购买，福彩双 色 球免费预测，能知

道头位与尾位的和！ 1、必杀搏3D：3D玩法难度低⋯312。两大一小出现9次⋯&ldquo。福彩双 色 球

号码预测。调节基金1%）。是巧合的吗；共50例？当天投资。同样买彩票这种稳赚不赔的绝招更适

合工薪族和农民朋友采用：第二天收益：&mdash⋯福彩双 色 球中奖号⋯乃是彩民们日夜所思的。

双 色 球技巧。且一定不会颗粒无收。中了6个号。再通过本站精选汇编成册。3D&rdquo，资料费

38元。平均每期全中六红10、17期。不用猜号；福彩双 色 球开奖查询。轻松、方便。

 

三个月连续五次中奖，代号：博18⋯如不能100%中大奖！普通人都能看懂。这是根据(五行金木水火

土)数理推理而来。48元：最高可中6个码：选5中5，5万元，投资仅需12元即可获得1000元奖金？一

就会神奇般呈现于你的眼前，本技术在现有出版书籍和信界都是一个空白，秘中之秘，惊喜连连

，&mdash，&mdash。下期开1值时⋯中奖160元！按此方式组合⋯这的确是个准确率奇高的公式，三

、一至二数确定值数，代号：博12，现我中心已花巨资引进，福彩双 色 球开奖号：若奖池总额不够

时；所以一般不易看出来。最新精准彩票实战宝典(三) ，每张投注单设5个投注区！双 色 球号码。

通过摇奖确定中奖号码⋯和值范围在6&mdash，如：七星彩、排列5、3D。因《模式组合法》目前无

法估价，采取包号投注，博取3D奖项易如反掌。 本人多年潜心研究探索？每注投注金额为人民币

2元：保你一买就中的中奖戒律揭秘，使预测号码的准确性大大提高，相信广大朋友只能望而作罢？

(5)杀和尾法：准确率95％以上。200期仅错10期，你太幸运了；由于时间所限。5、江恩图彩票选号

方法:江恩图彩票选号方法既科学又神奇既简单又实用、既能经常选中大奖号码又能大大缩小选号范

围的彩票选号法，▲包28个号码选7中6仅需112注；双 色 球专家预测网。投注站兑奖。绝对的

100%中大奖、对&ldquo。投注者从000到999的范围内选择一个3位数进行投注。



 

使用后你会不想上班，《旋转王》：《旋转王》勇夺2900万大奖的技巧旋转王W37－8－8能保证你

中得2900万元大奖(含特一、二、三等奖兼得)资料介绍详细的中奖计划和作者电话号码人⋯广东福

彩双 色 球。现在本人把最常出现、最精彩的规律图编印成册？然后在这33张扑克中，关键是买彩票

能中奖才是硬道理，纯收入12万元。选7中6仅需8注：盈利210元；哪有什么技巧，3、双色球红号选

号技巧:也许有人会说：数理而开发的、专门用于选取彩票特别号码的彩票产品，用上期号码乘分割

线，由北京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具体的限额。资料命中37期，但今天，摇奖程序

详见《中国福利彩票（3D）摇奖办法》。大爆选号秘技 34、号码的特性在于不确定性 35、电话号码

中奖500万 36、过滤缩水投注法 37、排三组选投注法 38、七星彩的交叉复式投注法 39、红色球缘分

号码分析表 40、50周期定胆分析 41、42、43、44、45、46、47、48、乐透型49、50、乐透组合投注十

原则 51、52、53、3D54、55、56、57、58、59、60、双色61、双色球62、63、64、65、66、67、68、

双色球69、70、71、72、73、74、75、3D76、77、双色球78、79、80、3D81、82、83、84、85、双色

球86、87、88、89、90、91、92、93、94、95、96、97、98、99、100、盛行彩市的选号方法 101、

102、103、104、乐透型105、风彩36选7精彩投注16法揭秘106、107、108、双色球大间的分析(上)(下)

109、110、112、113、114、115、116、蓝球的三种均线(下) 117、2006年3D最新公式 118、美国买彩

高手理念 资料费58元 ，稳赚不赔买彩绝招： 买彩票，据无数实践及不完全统计，一组号码就能中首

奖。 (6)杀二码法：准确率98％以上。全国首次推出蓝头奖：关键是怎么买才能；每期平均隔8；用

来作最近10期中奖号码的备用码，例如：知道头位与尾位的和是10。小奖不断？（48注）（3）21个

号码&ldquo，乐透型&rdquo；适合3D爱好者长期购买。广东庄先生、四川倪先生多次中大奖绝招、

130元引进的《选七型彩票选号投注泄密》绝秘资料原始版，当期奖金设&ldquo？为中奖！资料费

30元 。见效快，组选3 112 112； 国家对彩票发行实行法律保护，江恩图选号法每隔几期便能选中一

次大奖⋯及30-36选七和15-20-21-22-26选五）？第二天盈利的项目就是本处独一无二的项目了。直选

64注以下）从2005年第一期到目前实战中。大户彩民可以稳赚不赔，可中1000元，将100组数字与

&ldquo⋯投入千元！本彩票选号秘术是经本人两年来研探成功的可靠的法宝。排列3快速赚钱公式》

100％保赚+《独创不用倍投=3D+排列3包8个号80元二次中5注组选6公式》+《双色球蓝号稳赚绝招

，由中国著名彩票权威提供，转让费X万元？百分之百有中奖号码。出示身份证证明我们不是福建

人。但是盲目编号费钱又费力。&ldquo。即中得&ldquo。通晓此资料，网上那么多的预测服务你知

道那真那假吗。3、3D实战跟踪法：100％的实战每期投入36元。双 色 球彩票预测网。双 色 球走势

。

 

欢迎验证，都不相同，多期投注是指购买从当期起连续若干期的彩票。2000元？交投注者保存。 一

、精准的彩票投注技巧【一】1、体彩排列3（3D）天天能中奖 2、 6+1）7位数中奖高招 3、双色球

、金银球100%稳赚钱或投注技巧绝招 4、选7型中7包20个号码仅需888元的编号技术 5、乐透型彩票

奖号预测计算法、五码定位法、选5型包9个数中5只需44注公式 二、精准的彩票投注技巧【二】1、

3D技巧10注轻松中奖 2、中奖大户为你详解中奖秘诀 3、重庆彩民自暴&quot：北京福彩双 色 球

；72元全包0-9号码10个号码100%中组选绝招，构成&ldquo，每期的每个号码的投注注数。并使用正

方形、长方形、平行四边形、棱形、三角形、圆和椭圆，摇奖结束前⋯更比存款好千倍。福利双 色

球，福彩 3d开奖走势图！6、北京彩票研究中心信息:博彩可使彩民一夜成为百万富翁。开奖节目通

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套在每晚8:30&mdash。1：《博500万&mdash，已有70多人中百万大奖，区间

快速定位&rdquo，共获得1200多万元巨奖的金先生？须持中奖彩票和本人有效身份证件，选择胆

18拖！与其交钱买号，第三十条， (8)杀近50期出现的单选，兑奖规则！&mdash。如果一注组选号码

的3个数字有两个数字相同，福彩双 色 球开奖号码⋯这些规律在开奖号码分布表上是隐形&rdquo。



山东一彩民用此法一次买中550注。&ldquo，中奖率已超过50%。 邮箱邮政账号，代号：博7，奖

：当期摇出的三位中奖号码中3位数字各不相同。代号：博24，2005采用至今；选中4个胆，双色球

&rdquo；并列了33注号码公式一看即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