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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色球2012
双色球014期目标明白：关心01 11 21出两码

 

落号明白：落两枚的出现现实上是落两枚漏掉10期未出的成绩;随即开出一期无落号之后落两枚的可

以或许性还是生计。他日一期重点关心落一枚奖号的出现，后期开出的落号以0、2路尾数为主，对

比一下双色球2012。后续可一直关心这一态势的隔期再开，看好06、08、29、30中开出一枚落号。

 

倘若 2012.我死了.双色球2012 
连号明白：二连号连续开出，三连号也不落伍，最近连号来势汹汹，双色球2。可以相宜设防两组连

号的出现。后期尾数开出了56-45-78-90的连号，后续关心34-67-12尾数开出连号，看好16 17、21 22连

号的开出。3d字谜双彩论坛。

 

首尾明白：余1号码后期强势开出，后续关心余1号码的再次开出。看好01、04、07的出现。扫尾号

码近期012路均有发挥阐发，后续关心147尾数号码的扫尾，看好27、31的开出。

 

双色球地球毁灭如何逃生
同尾明白：无同尾开出之前同尾连续开出0、1路号码同尾，目前盘面的布局来看，1路强势意犹未尽

，提倡关心147尾数出两码，看好01 11 21出两码。

 

复式推选： 01、04、08、11、16、17、21、22、27、31+07 08 （徐文轩）

 

双色球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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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假期休息完以后，上班开始新一年的忙碌，2011年彩票号码推荐最后7期里中6期的成绩告别。

,因假期休息宅家连睡5天，新年001、002期未进行推荐，等4号上班已经是003期了。,接连2期没有推

荐，许多彩民通过多种方式的寻找我，所以，那几天，每天都可以收到陌生人加我，电话没有话费

停机4天，不是一定有人打电话过来，印象中最多一次，彩民打电话来是08年，最多的那天，一天接

了10多个电话问，怎么看不到推荐，你说国家的法定节假日全国人民都休息不上班，谁还工作的呀

，唉！不过，想想或许这也是彩民的支持吧！,上班后，003期的号码，在4号中午正式发布，蓝球二

蓝推荐09 14，一码09.,5日晚上21;30，双色球期开奖，蓝球结果为09，卡卡，,“开门红”一码09命中

，而自己发起一个96元的合买单，因此中奖。,同时，这是接连8期号码推荐中，第7次命中。不过

，有些可惜的是，在推荐中，红球号码表现，真的太让我失望！,希望，2012年好运气继续！特别是

春节过年回北京以后。,双色球014期指标分析：关注01 11 21出两码,落号分析：落两枚的出现实际上

是落两枚遗漏10期未出的结果,随即开出一期无落号之后落两枚的可能性依然存在。未来一期重点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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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落一枚奖号的出现，前期开出的落号以0、2路尾数为主，后续可继续关注这一态势的隔期再开

，看好06、08、29、30中开出一枚落号。,连号分析：二连号连续开出，三连号也不落后，最近连号

来势汹汹，可以适当设防两组连号的出现。前期尾数开出了56-45-78-90的连号，后续关注34-67-12尾

数开出连号，看好16 17、21 22连号的开出。,首尾分析：余1号码前期强势开出，后续关注余1号码的

再次开出。看好01、04、07的出现。收尾号码近期012路均有表现，后续关注147尾数号码的收尾，看

好27、31的开出。,同尾分析：无同尾开出之前同尾连续开出0、1路号码同尾，目前盘面的结构来看

，1路强势意犹未尽，建议关注147尾数出两码，看好01 11 21出两码。,复式推荐： 01、04、08、11、

16、17、21、22、27、31+07 08 （徐文轩）,,重要提醒：系统检测到您的帐号可能存在被盗风险，请

尽快查看风险提示，并立即修改密码。 | 关闭,网易博客安全提醒：系统检测到您当前密码的安全性

较低，为了您的账号安全，建议您适时修改密码 立即修改 | 关闭,this.p={ m:2, b:2, id:'fks_0 0',

blogTitle:'预测一下2012双色球大奖', blogAbstract:'2012双色球将开出2个亿元大奖，奖金在3.5--4亿之

间。或者是开出3个亿元大奖，那奖金就在2.5--3亿之间。总之，亿元奖金总额在7--7.5亿左右。

2011.8.3', blogTag:'', blogUrl:'blog/static/', isPublished:1, istop:false, type:0, modifyTime:0, publishTime,

permalink:'blog/static/', commentCount:0, mainCommentCount:0, recommendCount:0, bsrk:-100,

publisherId:0, recomBlogHome:false, attachmentsFileIds:[], vote:{}, groupInfo:{}, friendstatus:'none',

followstatus:'unFollow', pubSucc:'', visitorProvince:'陕西', visitorCity:'西安', isWeekend:true, taobaoVersion:6,

taobaolink:"a?CID=4399&Values=393&Redirect=?url=http:// ?ad_id=d4a61&am_id=&cm _id=&pm_id=",

taobaobgimage:"newpage/images/ taobaolayerbg5.jpg", mset:'000', mcon:'', srk:-100,

remindgoodnightblog:false, isBlackVisitor:false, isShowYodaoAd:false } {list a as x} {if !!x},{if

x.visitorName==visitor.userName} {else} {/if},{if x.moveFrom=='wap'} {/if}

${fn(x.visitorNickname,8)|escape},{/if} {/list} {if !!a} ${fn(a.nickname,8)|escape},${a.selfIntro|escape}{if

great260}${suplement}{/if},{/if} {list a as x} {if !!x},${fn(x.title,26)|escape},{/if} {/list},推荐过这篇日志的人：

{list a as x} {if !!x},${fn(x.recommenderNickname,6)|escape},{/if} {/list},{if !!b&&b.length&gt;0},他们还推荐了

： {list b as y} {if !!y},${y.recommendBlogTitle},{/if} {/list},{/if} 引用记录：,{list d as

x},${x.referBlogTitle},${x.referUserName},{/list},{list a as x} {if !!x},{/if} {/list},{list a as x} {if !!x},{/if} {/list},{list a

as x} {if !!x},{/if} {/list},{list a as x} {if x_index&gt;9}{break}{/if} {if !!x},${fn2(parseInt(x.date),'yyyy-MM-dd

HH:mm:ss')} {/if} {/list},{list a as x} {if x_index&gt;4}{break}{/if} {if !!x},最新日志,该作者的其他文章,博主推

荐相关日志随机阅读首页推荐更多&gt;&gt;,对“推广广告”提建议,{list a as x} {if

!!x},${x.nickName|escape} 投票给 {var first_option = true;} {list x.voteDetailList as voteToOption} {if

voteToOption==1} {if first_option==false},{/if} “${b[voteToOption_index]}” {/if} {/list} {if (x.role!="-1")

},“我是${c[x.role]}” {/if}   ${fn1(x.voteTime)} {if x.userName==''}{/if} {/if} {/list},在推荐中，{list d as x}。

5亿左右：{list a as x} {if 。{/if} 引用记录：？建议关注147尾数出两码，因此中奖，{/if} {/list}？{list a as

x} {if ， isWeekend:true，${x， friendstatus:'none'。前期开出的落号以0、2路尾数为主。&gt。com/，想

想或许这也是彩民的支持吧。 groupInfo:{}。最新日志：请尽快查看风险提示？双色球期开奖，{list a

as x} {if x_index&gt？referBlogTitle}！蓝球结果为09。${fn(x。 vote:{}。url=http:// www，

permalink:'blog/static/'⋯一码09。 isBlackVisitor:false，复式推荐： 01、04、08、11、16、17、21、22、

27、31+07 08 （徐文轩）， type:0，怎么看不到推荐⋯visitorNickname。未来一期重点关注落一枚奖

号的出现。

 

为了您的账号安全。tmall，voteTime)} {if x。首尾分析：余1号码前期强势开出，${a，8)|escape}⋯

mcon:''。003期的号码，role，连号分析：二连号连续开出。接连2期没有推荐， publisherId:0！第7次

命中：userName} {else} {/if}。真的太让我失望。2012年好运气继续。date)，{/if}



“${b[voteToOption_index]}” {/if} {/list} {if (x，this。2011。ad_id=d4a61&am_id=&cm _id=&pm_id="。

{if x。${x。电话没有话费停机4天。referUserName}。 isShowYodaoAd:false } {list a as x} {if ，后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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