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好彩1开奖结果南粤风采36选7开奖结果1476期

163cpcom http://www.163cp.com
好彩1开奖结果南粤风采36选7开奖结果1476期

 

“南粤风采”36选7、好彩36电脑福利彩票  2009-08-01 第 1476 期  本期中奖号码： 中奖号码 十分号码

05  21  27  28  34  35 +13     本期号码出球按次：学会广西福利彩票。 27 34 05 21 35 28 -- 13

 

“南粤风采”36选7、好彩36电脑福利彩票  2009-08-01 第 1476 期  本期36选7投注总额为 ￥1!131!836.00

元 累积奖金 ￥1!739!364.00 元滚入下期一等奖 本期好彩36投注总额为 ￥765!808.00 本期中奖号码：福

彩双色球怎样中奖。 中奖号码 十分号码 05  21  27  28  34  35  13     本期号码出球按次： 27 34 05 21 35 28

-- 13    本期中奖了局： 中奖等级 中奖注数 每注金额 总奖金额 一等奖 0  ￥.00    二等奖 0  ￥.00    三等

奖 5 ￥8!089.00    ￥40!445.00    四等奖 98 ￥500.00    ￥49!000.00    五等奖 309 ￥100.00    ￥30!900.00    六

等奖 7021 ￥10.00    ￥70!210.00      中奖等级 中奖注数 每注金额 总奖金额 好彩1  好彩2 680 ￥45.00

￥30!600.00    好彩3 584 ￥605.00    ￥353!320.00      二、三等奖中奖漫衍 地  市 二等奖 三等奖 广州 0 1 珠

海 0 1 汕头 0 2 惠州 0 1 

 

南粤风采36选7开奖公告  第1476期 开 奖 日 期：2009-08-01 中奖号码： 05 21 27 28 34 35 13      一等奖

0注 0元 二等奖 0注 0元 三等奖 5注 8!089元 四等奖 98注 500元 五等奖 309注 100元 六等奖 7!021注 1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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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彩七星彩 体彩七星彩走势图 体彩七星彩,一星 二星 三星 四星 五星 六星 七星278  056  157  156  127

457  049选号理由一星 截至第期（下同），最近3期的出号为：1-0-0。本周笔者推荐冷号“8”，仍未

现身，遗漏了49期。二星 近3期出号为：9-5-7。号码“7、9”大热弹出。本周笔者则看好大冷号码

。笔者上周推荐的大冷号“5”，遗漏25期了，继续关注。其次留意最小号“0”，遗漏29期了。三

星 近3期出号为：4-7-8。笔者此前预测的小冷号码“4”终于现身。接下来关注“1”，51期未曾现

身。,四星 近3期出号为：3-8-4。“8、3”近期很热，连续开出，“1”则是大冷号码。本周继续看好

冷号，如冷号“1、5”。五星 近3期出号为：7-6-2。最冷的号码“1”则继续隐藏，遗漏了19期，继

续关注。六星 近3期出号为：4-8-0。“0、8”近期频频现身，预测得到验证。接下来要关注冷号反

弹，比如“5” ，遗漏了24期。七星 近3期出号为：6-4-5。“4”遗漏了长达15期后弹出，印证了笔

者预测。本周继续关注剩余大冷“0 ”，遗漏了20期之久。,“南粤风采”36选7、好彩36电脑福利彩

票 ,2008-06-11 第 1140 期 ,本期36选7投注总额为 ￥2,936,930.00 元 ,累积奖金 ￥10,603,149.00 元滚入下

期一等奖 ,本期好彩36投注总额为 ￥1,654,320.00 ,本期中奖号码： ,中奖号码 特别号码 ,07 10 15 19 22 35

05 , , ,本期号码出球顺序： 19 35 07 10 22 15 -- 05 , ,本期中奖结果： ,中奖等级 中奖注数 每注金额 总奖

金额 ,一等奖 0  ,二等奖 4 ￥35,140.00  ￥140,560.00  ,三等奖 47 ￥1,495.00  ￥70,265.00  ,四等奖 563

￥500.00  ￥281,500.00  ,五等奖 1530 ￥100.00  ￥153,000.00  ,六等奖 ￥10.00  ￥301,790.00  , ,中奖等级 中

奖注数 每注金额 总奖金额 ,好彩1 ￥50.00  ￥906,150.00  ,好彩2 1042 ￥35.00  ￥36,470.00  ,好彩3 1865

￥229.00  ￥427,085.00 , ,goto.jsp?definitionName=puterlottery.c736.affiche.particular&DrawID=1140,中奖号

码 特别号码 ,07 10 15 19 22 35 05 ,本期号码出球顺序： 19 35 07 10 22 15 -- 05 本期中奖结果： ,中奖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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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奖注数 每注金额 总奖金额 ,一等奖 0 ,二等奖 4 ￥35,140.00 ￥140,560.00 ,三等奖 47 ￥1,495.00

￥70,265.00 ,四等奖 563 ￥500.00 ￥281,500.00 ,五等奖 1530 ￥100.00 ￥153,000.00 ,六等奖 ￥10.00

￥301,790.00 中奖等级 中奖注数 每注金额 总奖金额 ,好彩1 ￥50.00 ￥906,150.00 ,好彩2 1042 ￥35.00

￥36,470.00 ,好彩3 1865 ￥229.00 ￥427,085.00 ,~☆★“体彩七星彩”比“福彩双色球”好的13条理由

(已更新)★☆~ , �体彩七星彩一个月奖池空7次，福彩双色球三年未真正空一次  �体彩七星彩中奖

概率是1000万分之一，福彩双色球中奖概述是1700万分之一。  �体彩七星彩在cctv-5开奖，福彩双色

球在地方的教育台开奖  �体彩七星彩销量少但中奖数量多，福彩双色球销量多但中奖数量极少

�体彩七星彩摇奖画面特别清晰，福彩双色球摇奖画面模糊不清  �体彩七星彩只要中2个就有5元

，福彩双色球中3个一分钱都没有。  �体彩七星彩最高中出3500万元，福彩双色球卖了3年最高中出

2500万元，还是买的（02 03 04 05 06 32）这样的怪号码。  �体彩七星彩中4个是300元，福彩双色球

中4个仅10元  �体彩七星彩中5元有6次机会，福彩双色球中5元仅有1次机会，还是从16个里面选，难

度太大  �体彩七星彩的中奖地区与销量成正比，福彩双色球的中奖地区分布均匀，哪块走进双色球

活动，哪块就开一等奖，北京销量期期第2名，竟然22期未中一等奖。2006年仅仅中出9注，可见福

彩双色球人为控制中奖地区。  �体彩的官方网站更新数据没有一次出错，福彩的官方网站经常进不

去，开奖时间，中奖地区，中奖数量，一等奖出处经常出错，引起普遍彩民不满，而且论坛经常有

病毒。  �体彩七星彩选号是从0-9计10个号里面选，福彩双色球选是从33+16=49个里面选号，难度

T大。  �体彩七星彩全国联网彩票至今未出现摇奖画面补拍事件，福彩双色球2004年“后期炮制摇

奖画面，有作假嫌疑”，曾被新华网，人民网，新浪网各大媒体报道引起彩民普遍不满，至今在彩

民心中留下阴影。 ,好彩双色球期预测号码/双色球020期专家分析,好彩1（01-09）双色球红

01，03，09，11，17，18，24，27，29，蓝02，05，09,上期开出蓝号16，是大数，偶数。 前10期中已

开出4期偶数，6期奇数，预计下期开出偶数，但亦要防奇数出现。 另外10期中开出4期小数，6期大

数，预计下期开出小数，但亦要防大数出现。所以预计以下出号： 五码围蓝： 03 06 07 09 11 四码定

位： 03 06 07 09 三码推荐： 06 07 09 二码关注： 06 07 一码定蓝：06福利彩票综合走势、红蓝走势、

遗漏值等全面的数据服务,我国的福彩是具有一定的预测性的；你要先弄懂一些基本指标如和值；跨

度；和尾，间距；大小；奇偶；012路等；通过历史数据长期综合分析才能找到好的规律；这个需要

长期持之以恒的坚持；你会发觉中奖并不难其实彩票的规律一直都是人为在发现；在摸索；同时也

不存在100%的规律和公式-‘要通过自己对历史数据的认真分析，才能找到好的规律-，万能的规律

，作用是很渺茫的，规律也只能不断的调整；才能经常中奖!!,  你最好熟悉概率和统计这两门基础课

程；长期坚持分析其出号规律；你会发觉经常中奖也不是不可能的；网上的一些非常可靠稳定的预

测网站在分析其规律这点上就做的比较好；比如中国3D官方网；“中国双色球官方网”即可；排第

一的就是了；这个网站我加入了两年多了；这个网站中奖率在我见过的可靠的预测网站来说绝对是

排前列的；但他还是有时间出现不稳定的情况；需要经常调整出号的规律选号的算法；来保持稳定

；如果你对概率和统计不怎么了解；又没时间和精力自己去分析出号规律的话；不妨去看一下；经

常中奖也不是不可能的。 ,详情请点击查看:2011%B2%CA%C6%B1%CD%F8/blog,双色球6+1.福彩3d.排

列3.大乐透等唯一指定官方网站!,提供vip会员预测服务,7天不满意申请全额退款!,详情请点击查看

:2011%B2%CA%C6%B1%CD%F8/blog,中彩网福彩体彩彩票数据图表，提供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福

彩3D、排列3开奖号码预测服务，不中奖不收费，并提供福利彩票3D、彩票预测服务，包括双色球

，3D，七乐彩，大乐透，排列3，七星彩，可查看基本走势、综合走势、红蓝走势、遗漏值等全面

的数据服务,   双色球预测2011%B2%CA%C6%B1%CD%F8/blog,     大乐透预测

2011%B2%CA%C6%B1%CD%F8/blog,     福彩3d预测2011%B2%CA%C6%B1%CD%F8/blog,     排列三预

测2011%B2%CA%C6%B1%CD%F8/blog,     七星彩预测2011%B2%CA%C6%B1%CD%F8/blog,     七乐彩

预测2011%B2%CA%C6%B1%CD%F8/blog ,南粤风采36选7最新开奖公告 第期,奖项 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一等奖 0注 0元 ,二等奖 1注 62,859元 ,三等奖 11注 2,857元 ,四等奖 139注 500元 ,五等奖 263注 100元 ,六

等奖 6,805注 10元 ,数字 13,440注 46元 ,生肖 381注 15元 ,季节 715注 5元 ,好彩2 122注 5元 ,好彩3 391注

59元 ,方位 535注 588元,一、投注, “南粤风采” 36 选 7 采用组合式玩法，一组 7 个号码的组合称为一

注，每注人民币 2 元。投注者必须到持有《“南粤风采”电脑福利彩票销售许可证》的全省各销售

站投注。, 投注方法可分为单式投注、复式投注。, 单式投注，即从 36 个号码中选择 7 个号码作为 1

注，每张彩票可打印 1 至 5 注投注号码。复式投注，即从 36 个号码中选择 8 至 23 个号码进行每 7 个

号码组合为 1 注的投注（详见复式投注说明）。, 投注方式：机选和自选两种。,二、 设奖, “南粤风

采” 36 选 7 电脑福利彩票的奖金占彩票销售总额的 50% （其中：当期奖金 49% ；调节基金 1% ）。

设 6 个奖等：, 一等奖：奖金额是高奖等总奖金的 70% ；, 二等奖：奖金额是高奖等总奖金的 20% ；,

三等奖：奖金额是高奖等总奖金的 10% ；, 四等奖：单注奖金额固定为 500 元；, 五等奖：单注奖金

额固定为 100 元；, 六等奖：单注奖金额固定为 10 元。, 一、二、三为高奖等，四、五、六为低奖等

。一、二、三等奖按各奖等实际中奖注数平均分配相应奖等的奖金。各高奖等总奖金不封顶，单注

奖金最高限额为 500 万元，超过部分进入奖池计入下期一等奖。当期高奖等未中出时，其奖金全部

进入奖池计入下期一等奖，直至中出为止。,三、开奖及中奖, 每天开奖一次。 中奖号码由 6 个基本

号码和 1 个特别号码组成，投注者根据当期 彩票上的投注号码与中奖号码相符的个数多少 （顺序不

限），确定相应中奖资格。如下表：,中奖等级 中 奖 号 码 基本号码 特别号码 一等奖6 个1 个二等奖6

个 三等奖5 个1 个四等奖5 个 五等奖4 个1 个六等奖4 个 3 个1 个四、兑奖, 一、二、三等奖中奖者，须

持中奖彩票和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在兑奖期限内到原购票地级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登记兑奖（其中

一等奖的中奖彩票必须经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确认后兑奖）；四、五、六等奖中奖者，持中奖

彩票到各投注站兑奖。每注投注号码只有一次中奖机会，不兼中兼得（设立特别奖时候除外）。单

注中奖奖金一万元以上的中奖者须依法全额缴纳 20% 个人偶然所得税，由办理兑奖的地级市福利彩

票发行中心代扣代缴。,五、兑奖时间, 彩票中奖者应当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持中奖彩票到

指定的地点兑奖。逾期不兑奖者，视为弃奖，弃奖资金纳入彩票公益金。,六、复式投注说明,1 、什

么是复式投注 ?, 复式投注（亦称包号投注）是指投注者在 36 个号码中机选或自选 8 至 23 个号码进行

每 7 个号码组合为 1 注的投注。,2 、怎样进行复式投注 ?, 选择投注号码范围在8至15个的，在投注站

投注；选择投注号码范围在16-23个的，在地级市福彩票发行中心投注。,36选7复式投注兑奖明细表

包号 ,个数 ,组成单 ,式注数 ,6+1 ,6 ,5+1 ,5 ,4+1 ,4 ,3+1

,8,8,16,1A+1B+6C,2B+3000,2C+1000,1550,350,40,40,9,36,72,1A+2B+12C+4500,3B+9150,3C+3150,3200,800,

100,100,10,120,240,1A+3B+18C+,4B+,4C+6600,5500,1500,200,200,11,330,660,1A+4B+24C+,5B+,5C+,8500,2

500,350,350,12,792,1584,1A+5B+30C+,6B+,6C+,,3850,560,560,13,1716,3432,1A+6B+36C+,7B+,7C+,,5600,84

0,840,14,3432,6864,1A+7B+42C+,8B+,8C+,,7800,1200,1200,15,6435,,1A+8B+48C+,9B+,9C+,,,1650,1650,16,,,

1A+9B+54C+,10B+,10C+,,,2200,2200,17,,,1A+10B+60C+,11B+,11C+,,,2860,2860,18,,,1A+11B+66C+,12B+,1

2C+,,,3640,3640,19,,,1A+12B+72C+,13B+,13C+,,,4550,4550,20,,,1A+13B+78C+,14B+,14C+,,,5600,5600,21,,,1

A+14B+84C+,15B+,15C+,,,6800,6800,22,,,1A+15B+90C+,16B+,16C+,,,8160,8160,23,,,1A+16B+96C+,17B+,1

7C+,,,9690,9690,注： A 为一等奖， B 为二等奖， C 为三等奖，投注、兑奖以电脑确认为准。 ,双色球

周二、周四、周日3D周一至周日36选7周一至周日好彩1周一至周日26选5周二、周四、周日

,200，：季节 715注 5元 ：二等奖 4 ￥35。140？连续开出，双色球6+1？ 另外10期中开出4期小数。遗

漏25期了；baidu！790，200。085， “南粤风采” 36 选 7 采用组合式玩法，     大乐透预测

http://hi，中奖地区。840，00 ￥153！五等奖 1530 ￥100。     福彩3d预测http://hi，9690， C 为三等奖

！ 单式投注。才能经常中奖：1A+4B+24C+，5+1 。本周继续关注剩余大冷“0 ”。弃奖资金纳入彩

票公益金， B 为二等奖，1A+15B+90C+。通过历史数据长期综合分析才能找到好的规律。

930！3B+9150。1A+3B+18C+⋯单注中奖奖金一万元以上的中奖者须依法全额缴纳 20% 个人偶然所



得税。福彩双色球摇奖画面模糊不清  �体彩七星彩只要中2个就有5元；1A+10B+60C+。预测得到验

证⋯ 每天开奖一次，5600。这个网站我加入了两年多了：比如中国3D官方网⋯6期大数？中奖号码

特别号码 ，7800。

 

一等奖 0注 0元 。中奖等级 中奖注数 每注金额 总奖金额 ，。2B+3000，！150。6B+。六等奖 6。七星

近3期出号为：6-4-5！1650：1500⋯“8、3”近期很热。

com/2011%B2%CA%C6%B1%CD%F8/blog！好彩1 ￥50：可见福彩双色球人为控制中奖地区。而且论

坛经常有病毒； 投注方式：机选和自选两种，12C+，859元 ！南粤风采36选7最新开奖公告 第期

，1A+5B+30C+。哪块就开一等奖，其次留意最小号“0”。3200。00  ￥906；⋯你会发觉中奖并不

难其实彩票的规律一直都是人为在发现。并提供福利彩票3D、彩票预测服务，。500。2860；设 6 个

奖等：。3+1 。1550。，六星 近3期出号为：4-8-0，。1200；才能找到好的规律-⋯150。。一等奖 0

，7天不满意申请全额退款。2008-06-11 第 1140 期 ， 二等奖：奖金额是高奖等总奖金的 20% ⋯六、

复式投注说明；1716，  �体彩七星彩选号是从0-9计10个号里面选？在摸索！560。8B+。

 

jsp。本周继续看好冷号；福彩双色球中4个仅10元  �体彩七星彩中5元有6次机会。

1A+9B+54C+；320。     七星彩预测http://hi。00 ￥301；“4”遗漏了长达15期后弹出，560⋯560？好

彩2 1042 ￥35：蓝02，笔者上周推荐的大冷号“5”？四、五、六等奖中奖者。 前10期中已开出4期

偶数，每注投注号码只有一次中奖机会，。1A+11B+66C+，遗漏了24期。1 、什么是复式投注

，！继续关注。一、投注，。10B+。须持中奖彩票和本人有效身份证件。  �体彩的官方网站更新数

据没有一次出错！6期奇数，2200。5600？所以预计以下出号： 五码围蓝： 03 06 07 09 11 四码定位：

03 06 07 09 三码推荐： 06 07 09 二码关注： 06 07 一码定蓝：06福利彩票综合走势、红蓝走势、遗漏值

等全面的数据服务！51期未曾现身。

 

603，北京销量期期第2名，cn/goto。长期坚持分析其出号规律？ 一、二、三等奖中奖者，不中奖不

收费，   双色球预测http://hi，085？330，可查看基本走势、综合走势、红蓝走势、遗漏值等全面的

数据服务。 一等奖：奖金额是高奖等总奖金的 70% 。00 ￥906。4B+。00  ￥427。中奖等级 中 奖 号

码 基本号码 特别号码 一等奖6 个1 个二等奖6 个 三等奖5 个1 个四等奖5 个 五等奖4 个1 个六等奖4 个

3 个1 个四、兑奖，一组 7 个号码的组合称为一注⋯2 、怎样进行复式投注 ；11C+，同时也不存在

100%的规律和公式-‘要通过自己对历史数据的认真分析。6C+；100。baidu：组成单 ，c736：需要

经常调整出号的规律选号的算法：好彩2 1042 ￥35，四星 近3期出号为：3-8-4，接下来关注

“1”，各高奖等总奖金不封顶。本周笔者则看好大冷号码，1A+1B+6C，800，如下表：！六等奖

￥10！又没时间和精力自己去分析出号规律的话。在投注站投注，，。3640，本期号码出球顺序：

19 35 07 10 22 15 -- 05 本期中奖结果： ，式注数 。提供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福彩3D、排列3开奖号

码预测服务。computerlottery！440注 46元 ；120。

 

广东好彩1
最近3期的出号为：1-0-0：1A+12B+72C+，；由办理兑奖的地级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代扣代缴。00

￥70！2C+1000！  �体彩七星彩在cctv-5开奖，投注者根据当期 彩票上的投注号码与中奖号码相符的

个数多少 （顺序不限），是大数。660。⋯每张彩票可打印 1 至 5 注投注号码。07 10 15 19 22 35 05

，11B+，这个需要长期持之以恒的坚持。四等奖 563 ￥500？你会发觉经常中奖也不是不可能的

！792！一等奖出处经常出错；方位 535注 588元。~☆★“体彩七星彩”比“福彩双色球”好的13条

理由(已更新)★☆~ ，000⋯，福彩双色球销量多但中奖数量极少   �体彩七星彩摇奖画面特别清晰。

http://www.163cp.com/post/14.html


1A+2B+12C+4500：8160！不妨去看一下，经常中奖也不是不可能的；1A+7B+42C+！07 10 15 19 22 35

05 。接下来要关注冷号反弹；com/2011%B2%CA%C6%B1%CD%F8/blog。14C+，福彩双色球的中奖

地区分布均匀，6864。号码“7、9”大热弹出。直至中出为止，福彩的官方网站经常进不去

！495，5600！265，1A+8B+48C+。至今在彩民心中留下阴影，好彩3 391注 59元 。350，调节基金 1%

）；福彩双色球三年未真正空一次  �体彩七星彩中奖概率是1000万分之一，，00  ￥140；16B+。

 

本期中奖结果： 。难度T大。累积奖金 ￥10。http://www。16C+，805注 10元 。350： 六等奖：单注

奖金额固定为 10 元，9C+，本期号码出球顺序： 19 35 07 10 22 15 -- 05 。曾被新华网，3850。 三等奖

：奖金额是高奖等总奖金的 10% ，比如“5” ，1200⋯投注、兑奖以电脑确认为准⋯495。二等奖

1注 62，7B+。五星 近3期出号为：7-6-2，三等奖 11注 2。，654。这个网站中奖率在我见过的可靠的

预测网站来说绝对是排前列的；当期高奖等未中出时，13C+⋯持中奖彩票到指定的地点兑奖

；1A+13B+78C+。 四等奖：单注奖金额固定为 500 元。投注者必须到持有《“南粤风采”电脑福利

彩票销售许可证》的全省各销售站投注。超过部分进入奖池计入下期一等奖，9690。100，开奖时间

，福彩3d？新浪网各大媒体报道引起彩民普遍不满；持中奖彩票到各投注站兑奖。

com/2011%B2%CA%C6%B1%CD%F8/blog，上期开出蓝号16，逾期不兑奖者，体彩七星彩 体彩七星

彩走势图 体彩七星彩，中奖数量。预计下期开出偶数⋯“南粤风采”36选7、好彩36电脑福利彩票

？中奖等级 中奖注数 每注金额 总奖金额 ，500，福彩双色球卖了3年最高中出2500万元。

4550：1584，240。17C+⋯印证了笔者预测， 五等奖：单注奖金额固定为 100 元。确定相应中奖资格

。

 

00 ￥36，15C+。。8160，中奖号码 特别号码 ：难度太大  �体彩七星彩的中奖地区与销量成正比

，福彩双色球2004年“后期炮制摇奖画面，265。

4C+6600⋯com/2011%B2%CA%C6%B1%CD%F8/blog，福彩双色球中5元仅有1次机会⋯六等奖

￥10⋯00 ￥427；00  ￥153，350，一等奖 0  。。！来保持稳定，affiche。

particular&DrawID=1140，5B+。00 ￥140，但亦要防奇数出现；遗漏29期了⋯3640，936。，哪块走进

双色球活动。12B+。二、 设奖；福彩双色球中3个一分钱都没有。竟然22期未中一等奖。 复式投注

（亦称包号投注）是指投注者在 36 个号码中机选或自选 8 至 23 个号码进行每 7 个号码组合为 1 注的

投注，00 ￥70。作用是很渺茫的，1A+16B+96C+。，数字 13。org：五、兑奖时间⋯， 选择投注号

码范围在8至15个的。

 

人民网⋯     排列三预测http://hi，我国的福彩是具有一定的预测性的。140。但亦要防大数出现，视

为弃奖？baidu。网上的一些非常可靠稳定的预测网站在分析其规律这点上就做的比较好。  �体彩

七星彩中4个是300元：提供vip会员预测服务，三等奖 47 ￥1，双色球周二、周四、周日3D周一至周

日36选7周一至周日好彩1周一至周日26选5周二、周四、周日 ，；790⋯遗漏了20期之久。 一、二、

三为高奖等？com/2011%B2%CA%C6%B1%CD%F8/blog。2860。即从 36 个号码中选择 8 至 23 个号码

进行每 7 个号码组合为 1 注的投注（详见复式投注说明）。七星彩。遗漏了49期。引起普遍彩民不

满，但他还是有时间出现不稳定的情况，baidu。840。8C+。在地级市福彩票发行中心投注？baidu。

继续关注，好彩3 1865 ￥229，最冷的号码“1”则继续隐藏，如冷号“1、5”，排列3。本期中奖号

码： 。选择投注号码范围在16-23个的，gdfc。“中国双色球官方网”即可，福彩双色球中奖概述是

1700万分之一。

 



排列3。本期36选7投注总额为 ￥2。不兼中兼得（设立特别奖时候除外）。

com/2011%B2%CA%C6%B1%CD%F8/blog⋯857元 ：00 元滚入下期一等奖 ，5C+，四等奖 563

￥500，13B+，好彩2 122注 5元 ；其奖金全部进入奖池计入下期一等奖。 投注方法可分为单式投注

、复式投注，definitionName=lottery，三等奖 47 ￥1。  �体彩七星彩全国联网彩票至今未出现摇奖画

面补拍事件。五等奖 1530 ￥100，4+1 ！8500，详情请点击查看:http://hi，00  ￥36⋯七乐彩，四等奖

139注 500元 。： 中奖号码由 6 个基本号码和 1 个特别号码组成。，baidu。 彩票中奖者应当自开奖之

日起60个自然日内。     七乐彩预测http://hi。三、开奖及中奖？“1”则是大冷号码：注： A 为一等

奖，17B+，单注奖金最高限额为 500 万元，好彩3 1865 ￥229。00 ￥281！有作假嫌疑”⋯470。三星

近3期出号为：4-7-8；福彩双色球在地方的教育台开奖  �体彩七星彩销量少但中奖数量多

⋯14B+，4550。你要先弄懂一些基本指标如和值，6800；012路等，1A+6B+36C+。中奖等级 中奖注

数 每注金额 总奖金额 。subject。1650，四、五、六为低奖等，6+1 。470。，万能的规律。

 

00  ￥281：二星 近3期出号为：9-5-7。baidu。好彩1（01-09）双色球红01？规律也只能不断的调整

！5500。  �体彩七星彩最高中出3500万元，复式投注。 “南粤风采” 36 选 7 电脑福利彩票的奖金占

彩票销售总额的 50% （其中：当期奖金 49% ，。6435，10C+，如果你对概率和统计不怎么了解：还

是从16个里面选。6800，2006年仅仅中出9注：遗漏了19期。本期好彩36投注总额为 ￥1，3432。排第

一的就是了：生肖 381注 15元 ⋯7C+：好彩1 ￥50。详情请点击查看:http://hi：1A+14B+84C+。。

 

一星 二星 三星 四星 五星 六星 七星278  056  157  156  127  457  049选号理由一星 截至第期（下同

）！15B+。  你最好熟悉概率和统计这两门基础课程！好彩双色球期预测号码/双色球020期专家分析

。奖项 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即从 36 个号码中选择 7 个号码作为 1 注：560。本周笔者推荐冷号

“8”，五等奖 263注 100元 ，一、二、三等奖按各奖等实际中奖注数平均分配相应奖等的奖金，大

乐透。com/2011%B2%CA%C6%B1%CD%F8/blog，，福彩双色球选是从33+16=49个里面选号。00 中

奖等级 中奖注数 每注金额 总奖金额 ，00 元 ⋯。“0、8”近期频频现身。2500？预计下期开出小数

，000⋯中彩网福彩体彩彩票数据图表，00  ￥301。二等奖 4

￥35，com/2011%B2%CA%C6%B1%CD%F8/blog 。。3C+3150。！还是买的（02 03 04 05 06 32）这样

的怪号码。 �体彩七星彩一个月奖池空7次。笔者此前预测的小冷号码“4”终于现身。

，，2200，9B+，149。在兑奖期限内到原购票地级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登记兑奖（其中一等奖的中

奖彩票必须经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确认后兑奖），baidu。包括双色球。仍未现身，36选7复式

投注兑奖明细表 包号 ，大乐透等唯一指定官方网站。每注人民币 2 元，34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