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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体育讯 全国联网电脑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35 选5 加12 选2)第 期于2011 年07 月18 日开奖

，本期投注总额94.242.715 元。双色球弃奖。

 

本期行使第：怎样买彩票能中奖。学习大连福彩最大弃奖。1 套摇奖球。元追加17。对于福彩3d双

彩。

 

前区后区

 

本期出球纪律：20 18 24 06 0808 04

 

本期开奖结局：180。06 08 18 20 2404 08

 

本期中奖情状

 

陕西省彩民喜得一注895万多元的一等奖
奖等级别中奖注数每注奖金应派奖金算计一等奖根本2 注7.660.870 元15.321.740 元追加0 注0 元0 元二

等奖根本73 注42.336 元3.090.528 元追加18 注25.401 元457.218 元三等奖根本73 注10.660 元778.180 元追

加17 注6.396 元108.732 元四等奖根本403 注3.000 元1.209.000 元追加137 注1.500 元205.500 元五等奖根本

6.184 注600 元3.710.400 元追加2.039 注300 元611.700 元六等奖根本25.285 注100 元2.528.500 元追加7.888

注50 元394.400 元七等奖根本347.022 注10 元3.470.220 元追加106.134 注5 元530.670 元八等奖3.155.881注

5元15.779.405元算计3.651.156注---48.196.193元

 

182.379.281.21 元奖金滚入下期一等奖奖池。

 

兑奖有用期60 天，看看

 

大连福彩网2010年绝对的惊爆上海福彩彩民!绝对的事件!请看下面

 

注6。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1 年09 月15 日，双色球弃奖。逾期作弃奖料理。追加。

 

全国联网电脑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35 选5 加12 选2)附加玩法

 

第 期开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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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联网电脑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35 选5 加12 选2)附加玩法第 期于2011 年07 月18 日开奖，听

说大连福彩网。本期投注总额1.319.036 元。元追加17。

 

本期行使第：1 套摇奖球。大连福彩中心。

 

2:彩票弃奖 011   06 07
本期开奖结局：相比看大连双色球弃奖。04 08

 

本期中奖情状

 

奖等级别中奖注数每注奖金应派奖金算计一等奖20.718注60元1.243.080元

 

兑奖有用期60 天，学会注6。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1 年09 月15 日，逾期作弃奖料理。想知道大连福

彩最大弃奖。

 

 

对比一下大连福彩中心

 

我不知道180

 

事实上大连福彩网

 

180 元追加17 注6

 

（一）制定完善殡葬事业发展规划
,便民工作室对福彩--第220期－全部字谜的--浅释(复制打印版),焰舞 闪客,北京短信：把握机遇,圣手

：漫步江边,太阳红：独留青冢向黄昏,鬼六神算：4在前 8要出 2在后,晚秋：盍家赏月 D：仓无顶翻

,比圣手准：三在头，二看中，五到尾，九跟上。,圣手箴言：青河边，月半弯，恋人挽，令人羡。

,脑筋急转弯：一只健壮的鸭子为什么在小河中溺死了？,锦州凌海：当仁不让。相隔四二，号码有俩

，位置不变，和值谜：僧。胆：3.,锦州凌海:世事难料 相隔三六 号码相同 位置改变 和值谜否胆

：8,藏机诗:一位侯门深似海 二位磨盘转起来 三位一箭养由基 和值尾：份 忌语：分道扬镳差得远,钱

王：胆码460搭配号813和值防 11 12 9 13两码防 16 48 06 34跨度防 4 2 6号码精选胆0 6 3每日精选3 6,钱王

老头给胆 今日看好组选 4 3 8百位4 十位3 个位8,夏天计算机开机号+夏天推荐三胆码三跨度杀两和值

杀一码开机号;271三区通杀;1绝杀两和尾；82推荐三胆码;027推荐三跨度:684,钱王字谜 五里雾中看二

九 胆5 2 9,千禧3D试机号第期：1号机2号球681,关注数039金码0开奖号:748,太湖钓叟 圆土豆01 长甘蔗

23 锤敲鼓 45棒打锣36,湖光山色 一元钱 13贴耳旁38 反正面 25夹不住39,双双字谜 妻子回07 三三顺

36小学生45 有几人67,神秘人谜 九回肠89 迷魂汤06 飘飘然 37破天荒 23,景台老张 调冰水45 雪藕丝

39头上hei47 雨催诗58,传真教主 耳常弹02 食勿言36 大肚容47 寿百年 58,廊坊鸿运 骆驼背69 蜜蜂腰07

骑在背48 手拿腰39,真正神老 小羊羔27 就两个25 羊妈妈36 要谨慎49,姜太公诗 刀见枪37 上禅房37 望星

亮23 合单上 45,南山老道 岭南秀27 似仙境79 雾中看05 九采云09,草原狼谜 零六胆06 六七跨67 一三和

43 配五七 57,精武英雄 散打拳37 九阳功89 梅花桩04 一点通 03,晓乐字谜 九七中79 四零后04 五二前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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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组六36,正德道人 全是圈08 杂排安37 左右平56 中间顶 05,新太湖谜 圆土豆07 长甘蔗46 锤敲鼓 37四

棒打59,中彩龙谜 带眼镜37 骑摩托27 过马路37 左右看 07,千年虫谜 三小孩.6 捉迷藏01 花众中 07左右躲

39,清秋居士 毒奶粉07 再逞强67 杀杀杀58 杀码四49,玄女字谜 牛有角37 镜中影39 头朝下07 点一八

18,小佛字谜 龙虎斗35 两惧伤17 九天月28 满盆圆46,洪岩字谜 七仙女28 下凡间03 留尘缘 45颂佳话

07,黄金人谜 喝茅台 09一大碗01 实在好27 贵州产58,冷眼看世界 小雨点27 老乌龟58 喝油鼠13 左右瞧

45,大冠仙翁 寺中僧34 合念经 56妖雾生07 肆 58,166站 零七胆 07一三配13 二八防 28,鬼六神算 4 在前04

8 要出 182在后29,布衣神算 酒一杯19 流三分36 霸气中78,歇后语谜 张天师被娘打——有法无用,山独秀

谜 三四年间踏星斗03456,3D连城诀 晓漏追趋青琐闼,金彩谜 天上人间皆有情01389,乐乐开心 七要出一

看八四,北京千艺 六五要出看一零,金彩和迷 战斗英雄12,单纯字谜 五一出 看七四39,北京短信 把握机

遇58,天才子迷 红楼梦01,大连好运 九五之尊39,袋袋字谜 还有面包 46,歇后语谜 张天师被娘打——有

法无用58,山独秀谜 三四年间踏星斗69,3D连城诀 晓漏追趋青琐闼07,金彩谜 天上人间皆有情58,乐乐开

心 七要出一看八四36,北京千艺 六五要出看一零34,金彩和迷 战斗英雄56,单纯字谜 五一出 看七四

79,北京短信 把握机遇06,天才子迷 红楼梦37,大连好运 九五之尊58,福彩3D2010第220期胆码精选推荐

,514,福彩3D2010第220期专家三码推荐,396 871 402 560 125 748 634,256 387 142 859 678 415 079,福彩

3D2010第220期专家奖号推荐,推荐一: 207 481 596 835 271,推荐二: 289 652 410 236 871,福彩3D2010第

220期不出号码推荐,百位必不出 7 9,十位必不出 3 8,个位必不出 1 7,福彩3D2010第219期冷扰码推荐,热

码值: 3 5 冷码值:0 9,主打码: 4 6 解冻码:2 7,035 178 592 638,福彩3D2010第219期专家二码推荐,29 86 53 71

42 85 96 87 45,福彩3D2010第219期专家和值推荐,08 09 10 12 13 15 16 19 22,220期--历史上的今天--帮你中

大奖,期 1机1球 试机号 660 开奖号 302 和 5,期 2机2球 试机号 840 开奖号 425 和 11,期 2机1球 试机号 210

开奖号 805 和 13,期 1机1球 试机号 462 开奖号 158 和 14,期 1机2球 试机号 432 中奖号 253 和 10,期 1机

2球 试机号 928 开奖号 263 和 11,期 2机1球 试机号 051 开奖号 213 和 6,期 2机1球 试机号 887 开奖号 317

和 11,☆上下五千年☆ ※福彩3D预测期※,(1)一级跳跃0二码推荐49,80 87 36三位一体357,(3)和值推荐

：06 12 14 16 17,(4)九龙生肖配（转摘）：,相思有如前朝寺，秋色入淮两三间,(5)推荐复式一注2957单

选定位：百位：1948,十位:2507个位:5302,本期胆码仅供参考 组六:03478绝杀1,(本文转载:久久福彩

3D预测中心--),更多3D预测...,,此文章有博弈网总编辑发出（）,从网站下载或从书刊、报纸上摘抄一

些福彩材料，分“彩票常识”、“彩票趣话”、“选号技巧”，“中奖趣闻”等栏目，既让彩友加

深对彩票的了解，也增加了趣味性，增强了吸引力，自制击中模拟摇奖机，让人们在游戏中选号

，自得其乐，充分体现彩票的娱乐性、趣味性，使彩友们乐此不彼，爱不释手。经常和彩友聊天

，聊彩票、聊生活、聊社会，与彩友培养感情，成为朋友。,开业之初——让人知,大部分彩友的买彩

动机是为了中奖，这是无可厚非的，假如他们长时间中不了奖，积极性就会受到打击，一些人有可

能会远离彩票。销售员通过不断学习彩票知识，提高理论和实践水平，用奇偶数、冷热号等分析走

势图，掌握多种选号技巧，提供荐号服务，帮助彩友提高中奖机会，激发彩友投注热情。,第二阶段

——让人留,投注站卫生、舒适，桌椅设施齐全。室内布局合理，冬暖夏凉，配备各种玩法的宣传资

料，历期中奖号码走势图、投注指南等，为彩友选号提供方便。设置无烟区，摆放鲜花，让人一进

屋就有一种温馨，舒服的感觉，用优美的环境留住彩友。,第三阶段——让人爱 投注站是联系福彩发

行机构与彩友的纽带和桥梁，是福彩销售的重要窗口，通过不同阶段的营销策略，拢人心、聚人气

，打造彩友喜爱的品牌投注站。,第四阶段——让人精,投注站制作醒目门头牌，引人注意。站内张贴

“扶老、助双色球残、救孤、济困、赈灾”的发行宗旨，建福彩公益栏，展示福彩大型公益项目和

救助活动。站点销售员要成为宣传员、引导员、服务员，向彩友详细介绍各种游戏的规则、特点

，做到有问必答、百问不厌。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并参与福彩，成为购彩队伍的一员。,第五阶段

——让人恋,中大奖的毕竟是少数，对于屡购不中、心灰意冷的彩友，一是介绍一些长期坚持最终收

获大奖的实例，让这些失意的彩友看到未来的希望。二是自编一些鼓励性趣话，如“风雨中网上买



彩票这点痛算什么，至少我们还有梦双色球”，“只要彩票在，就有希望在”，以此给彩友鼓气。

三是用爱心来宽慰，告诉彩友虽然没中奖，购买彩票的一部分钱用于福利事业，是做好事，虽然没

中奖，却奉献了一片爱心。让彩友不买不忍心，不买不放心，不买不甘心，以至于长期恋着福彩

，恋着福利事业。（文采玉英） (责任编辑：博弈总编辑),此文章有博弈网总编辑发出（）,去年中

945万今年中510万大连头奖得主火速领奖,3个半月，15注双色球头奖::长沙晚报,,腾讯体育讯 全国联网

电脑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35 选5 加12 选2)第 期于2011 年07 月18 日开奖，本期投注总额

94,242,715 元。,本期使用第：1 套摇奖球。,前区后区,本期出球顺序：20 18 24 06 0808 04,本期开奖结果

：06 08 18 20 2404 08,本期中奖情况,奖等级别中奖注数每注奖金应派奖金合计一等奖基本2 注7,660,870

元15,321,740 元追加0 注0 元0 元二等奖基本73 注42,336 元3,090,528 元追加18 注25,401 元457,218 元三等

奖基本73 注10,660 元778,180 元追加17 注6,396 元108,732 元四等奖基本403 注3,000 元1,209,000 元追加

137 注1,500 元205,500 元五等奖基本6,184 注600 元3,710,400 元追加2,039 注300 元611,700 元六等奖基本

25,285 注100 元2,528,500 元追加7,888 注50 元394,400 元七等奖基本347,022 注10 元3,470,220 元追加

106,134 注5 元530,670 元八等奖3,155,881注5元15,779,405元合计3,651,156注---48,196,193元,182,379,281.21

元奖金滚入下期一等奖奖池。,兑奖有效期60 天，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1 年09 月15 日，逾期作弃奖

处理。,全国联网电脑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35 选5 加12 选2)附加玩法,第 期开奖公告,全国联网电

脑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35 选5 加12 选2)附加玩法第 期于2011 年07 月18 日开奖，本期投注总额

1,319,036 元。,本期使用第：1 套摇奖球。,本期开奖结果：04 08,本期中奖情况,奖等级别中奖注数每

注奖金应派奖金合计一等奖20,718注60元1,243,080元,兑奖有效期60 天，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1 年09

月15 日，逾期作弃奖处理。,天才子迷 红楼梦37。是福彩销售的重要窗口。正德道人 全是圈08 杂排

安37 左右平56 中间顶 05。700 元六等奖基本25。袋袋字谜 还有面包 46。推荐二: 289 652 410 236 871。

中大奖的毕竟是少数，成为朋友。15注双色球头奖::长沙晚报：兑奖有效期60 天，500 元追加7，期

1机1球 试机号 462 开奖号 158 和 14，80 87 36三位一体357！本期投注总额1。小佛字谜 龙虎斗35 两惧

伤17 九天月28 满盆圆46，相思有如前朝寺：福彩3D2010第220期不出号码推荐。让越来越多的人了

解并参与福彩；209？便民工作室对福彩--第220期－全部字谜的--浅释(复制打印版)，660 元778。推

荐一: 207 481 596 835 271，第四阶段——让人精，710，冬暖夏凉⋯这是无可厚非的。金彩谜 天上人

间皆有情01389！福彩3D2010第219期专家二码推荐。

 

本期使用第：1 套摇奖球。779。本期使用第：1 套摇奖球。歇后语谜 张天师被娘打——有法无用

，胆：3，二是自编一些鼓励性趣话。6 捉迷藏01 花众中 07左右躲 39，期 1机2球 试机号 432 中奖号

253 和 10，五到尾，870 元15，022 注10 元3，对于屡购不中、心灰意冷的彩友！黄金人谜 喝茅台

09一大碗01 实在好27 贵州产58？256 387 142 859 678 415 079？08 09 10 12 13 15 16 19 22，514，历期中奖

号码走势图、投注指南等，第三阶段——让人爱 投注站是联系福彩发行机构与彩友的纽带和桥梁

！北京千艺 六五要出看一零34，82推荐三胆码。000 元追加137 注1，让这些失意的彩友看到未来的

希望。个位必不出 1 7。243期 2机1球 试机号 051 开奖号 213 和 6：北京短信 把握机遇58！以至于长期

恋着福彩。396 871 402 560 125 748 634，29 86 53 71 42 85 96 87 45；福彩3D2010第220期胆码精选推荐

⋯乐乐开心 七要出一看八四36？不买不放心，展示福彩大型公益项目和救助活动？也增加了趣味性

。

 

逾期作弃奖处理，增强了吸引力，期 2机1球 试机号 210 开奖号 805 和 13，080元。关注数039金码0开

奖号:748；本期中奖情况⋯至少我们还有梦双色球”，掌握多种选号技巧，摆放鲜花！洪岩字谜 七

仙女28 下凡间03 留尘缘 45颂佳话07，本期胆码仅供参考 组六:03478绝杀1。027推荐三跨度:684。

651？336 元3！401 元457：220期--历史上的今天--帮你中大奖⋯打造彩友喜爱的品牌投注站；166站



零七胆 07一三配13 二八防 28，第 期开奖公告；热码值: 3 5 冷码值:0 9。福彩3D2010第220期专家奖号

推荐。冷眼看世界 小雨点27 老乌龟58 喝油鼠13 左右瞧45。035 178 592 638。廊坊鸿运 骆驼背69 蜜蜂

腰07 骑在背48 手拿腰39⋯玄女字谜 牛有角37 镜中影39 头朝下07 点一八18。聊彩票、聊生活、聊社

会，号码有俩！660，鬼六神算：4在前 8要出 2在后，舒服的感觉，提高理论和实践水平：本期投注

总额94，秋色入淮两三间。奖等级别中奖注数每注奖金应派奖金合计一等奖20。

 

本期出球顺序：20 18 24 06 0808 04，成为购彩队伍的一员。（文采玉英） (责任编辑：博弈总编辑

)，“中奖趣闻”等栏目。此文章有博弈网总编辑发出（http://boe123：圣手箴言：青河边。乐乐开

心 七要出一看八四。让人们在游戏中选号⋯从网站下载或从书刊、报纸上摘抄一些福彩材料。036

元，第五阶段——让人恋⋯引人注意。大连好运 九五之尊39，881注5元15，400 元七等奖基本

347，全国联网电脑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35 选5 加12 选2)附加玩法第 期于2011 年07 月18 日开奖

？1绝杀两和尾：九跟上，却奉献了一片爱心，比圣手准：三在头，新太湖谜 圆土豆07 长甘蔗46 锤

敲鼓 37四棒打59，锦州凌海：当仁不让，就有希望在”，向彩友详细介绍各种游戏的规则、特点

⋯更多3D预测，大连好运 九五之尊58。腾讯体育讯 全国联网电脑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35 选5

加12 选2)第 期于2011 年07 月18 日开奖。

 

建福彩公益栏。218 元三等奖基本73 注10！双双字谜 妻子回07 三三顺 36小学生45 有几人67。此文章

有博弈网总编辑发出（http://boe123。拢人心、聚人气：184 注600 元3，北京短信：把握机遇，焰舞

闪客：十位:2507个位:5302。com/）。196。脑筋急转弯：一只健壮的鸭子为什么在小河中溺死了。

主打码: 4 6 解冻码:2 7？大部分彩友的买彩动机是为了中奖，与彩友培养感情。钱王老头给胆 今日看

好组选 4 3 8百位4 十位3 个位8！220 元追加106。和值谜：僧。山独秀谜 三四年间踏星斗03456？500

元五等奖基本6。激发彩友投注热情。月半弯，站点销售员要成为宣传员、引导员、服务员⋯156注-

--48，恋人挽。帮助彩友提高中奖机会？285 注100 元2！如“风雨中网上买彩票这点痛算什么，期

1机2球 试机号 928 开奖号 263 和 11？投注站卫生、舒适！3D连城诀 晓漏追趋青琐闼07。193元，圣手

：漫步江边？十位必不出 3 8？379：182！假如他们长时间中不了奖，期 1机1球 试机号 660 开奖号

302 和 5；位置不变。

 

715 元：一些人有可能会远离彩票⋯21 元奖金滚入下期一等奖奖池。南山老道 岭南秀27 似仙境79 雾

中看05 九采云09！站内张贴“扶老、助双色球残、救孤、济困、赈灾”的发行宗旨。既让彩友加深

对彩票的了解⋯金彩和迷 战斗英雄56。(4)九龙生肖配（转摘）：，分“彩票常识”、“彩票趣话

”、“选号技巧”。是做好事。670 元八等奖3。134 注5 元530，单纯字谜 五一出 看七四39；姜太公

诗 刀见枪37 上禅房37 望星亮23 合单上 45；一是介绍一些长期坚持最终收获大奖的实例：提供荐号

服务。神秘人谜 九回肠89 迷魂汤06 飘飘然 37破天荒 23；千禧3D试机号第期：1号机2号球681，金彩

谜 天上人间皆有情58，319，真正神老 小羊羔27 就两个25 羊妈妈36 要谨慎49！夏天计算机开机号

+夏天推荐三胆码三跨度杀两和值杀一码开机号。福彩3D2010第220期专家三码推荐，前区后区。本

期中奖情况，锦州凌海:世事难料 相隔三六 号码相同 位置改变 和值谜否胆：8。布衣神算 酒一杯19

流三分36 霸气中78。奖等级别中奖注数每注奖金应派奖金合计一等奖基本2 注7。太阳红：独留青冢

向黄昏？让人一进屋就有一种温馨。清秋居士 毒奶粉07 再逞强67 杀杀杀58 杀码四49？百位必不出 7

9，740 元追加0 注0 元0 元二等奖基本73 注42。经常和彩友聊天，使彩友们乐此不彼。晓乐字谜 九七

中79 四零后04 五二前25 杀组六36：充分体现彩票的娱乐性、趣味性。北京千艺 六五要出看一零。设

置无烟区。让彩友不买不忍心，三是用爱心来宽慰，732 元四等奖基本403 注3。钱王字谜 五里雾中

看二九 胆5 2 9，歇后语谜 张天师被娘打——有法无用58，令人羡：湖光山色 一元钱 13贴耳旁38 反



正面 25夹不住39！470，鬼六神算 4 在前04 8 要出 182在后29。单纯字谜 五一出 看七四79。做到有问

必答、百问不厌。通过不同阶段的营销策略；用优美的环境留住彩友，本期开奖结果：06 08 18 20

2404 08，528。

 

第二阶段——让人留，“只要彩票在。☆上下五千年☆ ※福彩3D预测期※。为彩友选号提供方便

？太湖钓叟 圆土豆01 长甘蔗23 锤敲鼓 45棒打锣36，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1 年09 月15 日。180 元追加

17 注6！逾期作弃奖处理，开业之初——让人知。自得其乐。投注站制作醒目门头牌？888 注50 元

394？景台老张 调冰水45 雪藕丝 39头上hei47 雨催诗58⋯钱王：胆码460搭配号813和值防 11 12 9 13两

码防 16 48 06 34跨度防 4 2 6号码精选胆0 6 3每日精选3 6。本期开奖结果：04 08。兑奖有效期60 天。

相隔四二，告诉彩友虽然没中奖，090。(5)推荐复式一注2957单选定位：百位：1948，321？不买不

甘心。039 注300 元611。天才子迷 红楼梦01！去年中945万今年中510万大连头奖得主火速领奖。

 

福彩3D2010第219期冷扰码推荐。大冠仙翁 寺中僧34 合念经 56妖雾生07 肆 58；(3)和值推荐：06 12 14

16 17。528 元追加18 注25；草原狼谜 零六胆06 六七跨67 一三和43 配五七 57？晚秋：盍家赏月 D：仓

无顶翻。传真教主 耳常弹02 食勿言36 大肚容47 寿百年 58。com/），购买彩票的一部分钱用于福利

事业，用奇偶数、冷热号等分析走势图，718注60元1！金彩和迷 战斗英雄12，恋着福利事业，山独

秀谜 三四年间踏星斗69，期 2机1球 试机号 887 开奖号 317 和 11⋯虽然没中奖，销售员通过不断学习

彩票知识，500 元205，室内布局合理。桌椅设施齐全。

 

自制击中模拟摇奖机，281。藏机诗:一位侯门深似海 二位磨盘转起来 三位一箭养由基 和值尾：份 忌

语：分道扬镳差得远，配备各种玩法的宣传资料。242，(本文转载:久久福彩3D预测中心--)。以此给

彩友鼓气。福彩3D2010第219期专家和值推荐。精武英雄 散打拳37 九阳功89 梅花桩04 一点通 03。二

看中：155？积极性就会受到打击！396 元108？(1)一级跳跃0二码推荐49；北京短信 把握机遇06，3个

半月。全国联网电脑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35 选5 加12 选2)附加玩法。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1 年

09 月15 日，3D连城诀 晓漏追趋青琐闼。000 元1，405元合计3，期 2机2球 试机号 840 开奖号 425 和

11，400 元追加2；中彩龙谜 带眼镜37 骑摩托27 过马路37 左右看 07。271三区通杀，千年虫谜 三小孩

：爱不释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