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被骗彩民对大新疆福利彩票3d 家说&lt;转载&gt;

163cpcom http://www.163cp.com
一个被骗彩民对大新疆福利彩票3d 家说&lt;转载&gt;

 

 

发布年华：2006年3月22日 16时12分

 

一个被骗彩民对公共说&lt;转载&gt;

 

好意的哥哥姐姐们，我哭着跪上去请你们帮个忙

 

我是一个残疾人，无左臂．我是在2006年元月10日在伙伴的网站上看到了中华彩票网．有3Ｄ一句话

外部专家预测中奖号．（因我不太会玩彩票，只听伙伴们说天天有人在中奖）网上说有外部专家预

测号．中奖率在80％，其时我看后一夜难眠，由于我的母亲是一个肝软化的病人，我又是一个残疾

人．为了母亲看病，已花去将近20万元的医疗费，已欠下亲戚伙伴外载10多万元．因单位不景气

，我又有残疾，母亲又多病．我已下岗在家多年，无任何支出．看着母亲因肝软化浮肿的全身．和

多年来为母亲看病欠下伙伴的外载，双色球最准预测。我想要是能中奖，缓缓的就可以还清所欠的

外载．也解决了永远无钱按时给母亲买药的难处．我和母亲也可以过一个好一点的年了．由于我们

多年来已没过过一个好年了．我就背着母亲和亲戚们，将亲属们东凑西借，为我们这对不幸的母子

过年买药的2000元钱，向中华彩票网要了他们的账号，其时是一个姓江的接的电话把他们公司的情

形谈了一下，说只消交1280元就克以开明一个外部专家预测号，中奖率在80％我就去亲戚处借了一

个二手电脑去电信局上了网，又去邮局向中华彩票网的帐号上汇了1280元．心想中奖后家庭会缓缓

的好起来

 

没想到的是回家后无法掀开专家网页，我以电话向中华彩票网姓江的关联．姓江的说，叫我再交

600元钱．说1280的一季度的名额已满，无法开明专家网页．说福彩重心为了维持重心的利益，一季

度的名额已满我把我家庭的情形照实的做了证明，他们说什么也不行，双色球随机选号器。不能开

明专家网页．说由于过年前有优惠，我必需再交600元可以赶紧开明半年的专家中奖号网页，我看着

母亲浮肿的身体，为了能中奖后，能有钱为母亲按时买药，和还清亲属，伙伴们的外载，我含泪

，又去了邮局，向中华彩票的帐号上又寄了600元，合计1880元，可回来后还是无法掀开3Ｄ一句话

的网页．我又以电话向中华彩票网姓江的关联．

 

没想到的事情又来了！姓江的说你必需再交上2000元的合同款，本领掀开外部专家给的号的网页

，说他们的合同是经过议定北京福利彩票重心盖章，有福彩外部给号．由福彩重心主任开明网页

，看着点击查看 　　　　

 

引用 财税.新疆电脑福利彩票 [2003]16号 关于营业税若干政策
姓江的也无法开明网页．

 

我哭着向姓江的证明我家庭的情形和我可以不要合同，只消开明3Ｄ一句话的网页就行．非论若何证

明，都无法开明网页，我说要是不能开明专家网，就把我的钱退回，可姓江的说目前不能退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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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北京打点退款手续本领退款，这时我才醒觉过去．由于他们基本就无外部专家号，他们只是把

网民的钱一步步的欺骗，基本就没有所谓的外部专家号的网页，而是在开奖后看了开奖号，然后照

着

 

他们编了一句3Ｄ一句话来欺骗网民，所以他才不可以或许给我开明有外部专家号的网页，我在新疆

，又有在床上躺着多病的母亲，北京又没有亲属伙伴而着1880元钱可是亲属伙伴们看我们母子不幸

东凑西借的．叫我母子俩过个年和买药的钱，而年关已到这叫我和母亲若何过这个年啊！我和母亲

现已身无分文，我又不敢和亲属伙伴们说这些事看着母亲浮肿的身体，和母亲无钱买药我惟有偷偷

流泪，也无法向母亲诉说这件事．怕她多病的身体，身心哀痛所以在这里求北京的好意的大哥大姐

，能帮帮我将此钱要回，要回后，只须给我汇1000元，我和我的母亲就可以渡过这个年关，残余的

880元为大哥大姐打点此事的费用，我在这里和我的母亲跪谢了．由于我们太不幸了，我真想以死了

却一世，家里独一的2000元钱也被骗子骗去了，我惟有在没人的地点，偷偷的哭，我发此帖，已哭

成泪人．我已多日无法入眠．请好意的大哥大姐帮帮我们这对不幸的母子吧，我只消回我向中华彩

票网汇去的1880元中的1000元

 

请好意的人看了此贴帮我打点此事．我不须捐赠款，仅需要我的钱！

 

 

中华彩票网的地址是：北京市商业大厦16层158号

 

 

他们的关联电话是：010-（关联人姓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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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注册编号是

 

 

手机号是

 

 

我的关联电话是0999-

 

我有给中华彩票网汇款的凭据我可以以传真的方式，将此传真过去

 

 

新疆福利彩票3d
我和我的母亲跪谢了！！！！

 

 

一对不幸的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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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被骗彩民对大新疆福利彩票3d 家说&lt;转载&gt;

 

,发表时间：2006年3月22日 16时12分,一个被骗彩民对大家说&lt;转载&gt;,好心的哥哥姐姐们，我哭着

跪下来请你们帮个忙,我是一个残疾人，无左臂．我是在2006年元月10日在朋友的网站上看到了中华

彩票网．有3Ｄ一句话内部专家预测中奖号．（因我不太会玩彩票，只听朋友们说天天有人在中奖

）网上说有内部专家预测号．中奖率在80％，当时我看后一夜难眠，因为我的母亲是一个肝硬化的

病人，我又是一个残疾人．为了母亲看病，已花去将近20万元的医疗费，已欠下亲戚朋友外载10多

万元．因单位不景气，我又有残疾，母亲又多病．我已下岗在家多年，无任何收入．看着母亲因肝

硬化浮肿的全身．和多年来为母亲看病欠下朋友的外载，我想要是能中奖，慢慢的就可以还清所欠

的外载．也解决了长期无钱按时给母亲买药的难处．我和母亲也可以过一个好一点的年了．因为我

们多年来已没过过一个好年了．我就背着母亲和亲戚们，将亲属们东凑西借，为我们这对可怜的母

子过年买药的2000元钱，向中华彩票网要了他们的账号，当时是一个姓江的接的电话把他们公司的

情况谈了一下，说只要交1280元就克以开通一个内部专家预测号，中奖率在80％我就去亲戚处借了

一个二手电脑去电信局上了网，又去邮局向中华彩票网的帐号上汇了1280元．心想中奖后家庭会慢

慢的好起来,没想到的是回家后无法打开专家网页，我以电话向中华彩票网姓江的联系．姓江的说

，叫我再交600元钱．说1280的一季度的名额已满，无法开通专家网页．说福彩中心为了保护中心的

利益，一季度的名额已满我把我家庭的情况如实的做了解释，他们说什么也不行，不能开通专家网

页．说因为春节前有优惠，我必须再交600元可以马上开通半年的专家中奖号网页，我看着母亲浮肿

的身体，为了能中奖后，能有钱为母亲按时买药，和还清亲属，朋友们的外载，我含泪，又去了邮

局，向中华彩票的帐号上又寄了600元，共计1880元，可回来后还是无法打开3Ｄ一句话的网页．我

又以电话向中华彩票网姓江的联系．,没想到的事情又来了！姓江的说你必须再交上2000元的合同款

，才能打开内部专家给的号的网页，说他们的合同是通过北京福利彩票中心盖章，有福彩内部给号

．由福彩中心主任开通网页，姓江的也无法开通网页．,我哭着向姓江的解释我家庭的情况和我可以

不要合同，只要开通3Ｄ一句话的网页就行．无论怎么解释，都无法开通网页，我说要是不能开通专

家网，就把我的钱退回，可姓江的说现在不能退款，说我去北京办理退款手续才能退款，这时我才

醒悟过来．因为他们根本就无内部专家号，他们只是把网民的钱一步步的骗取，根本就没有所谓的

内部专家号的网页，而是在开奖后看了开奖号，然后照着,他们编了一句3Ｄ一句话来骗取网民，所

以他才不可能给我开通有内部专家号的网页，我在新疆，又有在床上躺着多病的母亲，北京又没有

亲属朋友而着1880元钱可是亲属朋友们看我们母子可怜东凑西借的．叫我母子俩过个年和买药的钱

，而年关已到这叫我和母亲怎么过这个年啊！我和母亲现已身无分文，我又不敢和亲属朋友们说这

些事看着母亲浮肿的身体，和母亲无钱买药我只有偷偷流泪，也无法向母亲诉说这件事．怕她多病

的身体，身心难过所以在这里求北京的好心的大哥大姐，能帮帮我将此钱要回，要回后，只须给我

汇1000元，我和我的母亲就可以度过这个年关，剩余的880元为大哥大姐办理此事的费用，我在这里

和我的母亲跪谢了．因为我们太可怜了，我真想以死了却一生，家里唯一的2000元钱也被骗子骗去

了，我只有在没人的地方，偷偷的哭，我发此帖，已哭成泪人．我已多日无法入眠．请好心的大哥

大姐帮帮我们这对可怜的母子吧，我只要回我向中华彩票网汇去的1880元中的1000元,请好心的人看

了此贴帮我办理此事．我不须救济款，仅须要我的钱！中华彩票网的地址是：北京市商业大厦16层

158号他们的联系电话是：010-（联系人姓江）工商注册编号是手机号是我的联系电话是0999-,我有



给中华彩票网汇款的凭据我可以以传真的方式，将此传真过去我和我的母亲跪谢了！！！！一对可

怜的母子此贴可以转载，请不要删除，以免再次有人上当,代号2博彩娱乐特辑《博彩娱乐特辑》共

44项，272页，内容详尽,宣传介绍请细阅以下内容。,目录1、《博500万用超级选号王》2、《577复式

3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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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排列3+3D多形态中直选绝招+分割线选胆码+单胆保中组选绝招》4、《

双色球33个红号全包绝招》+《七乐彩30-36选七+15～20～2l～22～26选5号码全包绝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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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体彩福彩投注选号秘术7、

突破3D出号规律预测8、3D绝密杀号公式9、七星彩绝对能中500万10、狙击排列三，致胜秘笈11、

3D突破——让有缘彩民先致富12、中奖率全国之首：3D排列3快速中直选(单选)投注技巧13、新循环

法沿彩至尊秘籍14、最新精准彩票宝战宝典(一)15、最新精准彩票宝战宝典(二)16、最新精准彩票宝

战宝典(三)17、超级震撼：中彩绝技大放送18、中奖500万不是梦(一)19、中奖500万不是梦(二)20、

中奖500万不是梦(三2l、稳赚不赔买彩绝招22、3D高手——100％无错的公式23、快速中直选单选、

组选的组合24、3D、排列3超白金万能六码组合25、《彩码规律图250例》26、《综合规律图50例》

27、精确彩票投注密技大全28、乐彩超级绝算卡29、乐彩超级周易选号卡30、乐彩特别号码绝算卡

31、化学隐身透视扑克药水的配制32、惊人的麻将透视新技巧33、隐形透视眼镜的制作34、三维牌

技必杀术35、顶绝道具：认牌绝技大揭秘36、麻雀神猜秘笈37、千术黑幕38、麻将赌经赌技揭密

39、识牌坛舞弊破赌场骗招40、告诉您赌博输钱的秘诀4l、麻将的作弊识别与反作弊42、麻将百胜冠

军43、赌场常胜揭秘44、电子游戏机难度解码器宣传介绍请细阅以下内容1、博500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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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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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博500万：用超

级选号王2、577复式3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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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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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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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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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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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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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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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票选号书籍秘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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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

色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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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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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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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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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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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D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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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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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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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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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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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杀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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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将100组数字与“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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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步选号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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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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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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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N，(第二个+第三个)×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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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选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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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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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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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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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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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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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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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选

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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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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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48—98—192—384一768一1536投入3120元，中

组632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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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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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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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7中6”（48注

）（2）18个号码“选7中6”（48注）（3）21个号码“选7中6”（36注）（4）25个号码“选7中

6”（20注）（5）31个号码“选7中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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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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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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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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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中奖

500万不是梦(三) 精准的彩票投注技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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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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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列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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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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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组选三的"胆5拖组合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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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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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D高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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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00期仅错10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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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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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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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精准彩票，投注秘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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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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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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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与“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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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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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15”。1999年3月8日，“三八”妇女节那天，海南省体彩竟

然又开出四字首奖“33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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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脑型体育彩票”或“电脑型福利彩票

”它们的开奖号码都是符合一定的程序规律的。不管是“数字型”的，如：七星彩、排列5、

3D，还是“乐透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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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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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原形”。这样，我们就能“透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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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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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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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透型”即“双色球”、

“36选7”、“26选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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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由1000组号码变为2x2x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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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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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精准彩票，投注秘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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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数字上奖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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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头位与尾位原来要200元，现在只需20元就够了。三、“四字直码局”能直接显示出

前面四个数字，而且顺序正确。“四码合分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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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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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运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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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大抓小"换思路买彩票，31、分散投彩，32、奖号的二条规律，33、内蒙

"直选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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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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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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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间快速定位

”数理而开发的、专门用于选取彩票特别号码的彩票产品。31、化学隐形透视扑克药水的配制自配

药水涂于扑克背面，就像透视麻将一样，十分隐蔽，外人根本无法分辨，自己却感觉非常清晰，搏

杀起来，极易得手。32、惊人的麻将透视新技巧无需用透视镜而只要利用一种见资料后几分钟即会

、不需再花钱的技巧，就能使任何普麻将达到张张清晰的透视目的。33、隐形透视眼镜的配制神奇

的透视眼镜不再神奇，现把透视眼镜制作方法原原本本奉上（材料全国各地均可买到）。制作一副

隐形眼镜成本约2-5元，市场售价80-400元左右，一人一日可制作百副，可自用或出售。34、三维牌

技必杀术“最高层次”的玩牌技巧国内首次公开，适合三牛，牛牛，金花，牌九，筒子（麻将牌九

）可以做到：任何人的新旧扑克、麻将、牌九、自己不动牌不做记号，由别人洗牌，打色，发牌

，自己从头到尾不动一下牌，同样可以战胜对方，你想那份牌赢就那份牌赢，绝对真实。来人先观

看示范再学习，面授费1280元，应边远地区读者要求，今编有函授教材，内全是公式秘诀，只要熟

记公式即可在任何场合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不实退款，负一切责任。公式极其简单，就如

2×2=4，2×3=6一样，只需10分钟即可熟练掌握。35、顶绝道具——认牌绝技大揭秘此道具绝非隐



形眼镜、扑克药水、手工记号、电脑扫描等一般技术，本绝技系从国外引进前所未有的新方法。不

管任何场地，任何牌，怎么洗牌，均能在2秒钟内张张认出花色和点数，准确率100％。有出神入化

、百演不穿之功，乃超常规、反思维之高新技术，牌过手即和，神奇实用。让人防不胜防。史无前

例的真正国际顶级牌技，适合南北各地各种娱乐表演(严禁用于赌博)，30分钟速成。36、麻雀神猜

秘笈1、大秘决：如何准确猜测下家牌（应用此秘决，可以准确猜测下家13张牌) ；2、大秘决：上家

牌运好，如何夺走他牌运秘术（应用此术，可以轻松把上家牌运嫁接给自己）；3、大秘决：掌握麻

雀论点计算法，可以稳操胜卷（此秘决如数学公式一样，只要明白3-2=1、2-1=1原理一样，在国内

任何地方打麻雀你都不会输；4、大秘决：猜准你能自摸秘决（经过近千人不同场合突践，准确率超

过97.7%；5、大秘决：间碟打牌法令你战无不胜（秘传60年，今日首次公开）；6、大秘决：007猜

牌秘术（可以在3-5圈内100%准确猜准三家每张牌）；7、大秘决：度牌的根据在于路数，根据麻雀

的路数，犹如看到3家牌正面一样，可以随心所欲组牌糊牌（万无一失）；8、大秘决：估计自己牌

是否可以出铳秘术（准确率100%)以上大秘决首次公开。价值千金，掌握数条即可逢场必赢。37、千

术技法无论谁的新旧扑克、麻将等，无需事前做准备，只要交手时稍做一手脚，别人绝对看不出来

，戴上特制高级隐形眼镜，便能看得一清二楚。它与市面上兜售的那种必须是配套的，而在我这里

则无需配套了，即无论谁的新旧牌，都可以看到，这便是魔术与高新技术相结合的产物。观众自带

普通牌具，由观众选择场地，由观众任意洗牌。我不做记号、不用眼镜、药水、探头电脑扫描、戒

指、打火机反光等。总之，不用任何道具，就能从背面认识普通牌的技能（开始我都不相信会有此

技术，真是人外有人，山外有山啊）。你若掌握了这套技术，无论是站在舞台上表演，还是出入赌

场，你将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不过千万不要去赌罗!可按全国各地各种打法和规矩进行，无论谁的新

旧牌，无论别人怎样倒洗，最后包赢不输的牌，那能毫不失误地控制在自己的手中，都能拿到自己

想要的任何一张或几张好牌。有效率达百分之百，再如，不是对了可变成对了，黑桃3可变成红桃

5，也可变其它牌，变成同花大顺，或三公、三条、金花或一对自己所需要的好牌。麻将想要几便成

几，骰子要几点出几点等，这都是赌场作弊运用普通的“赌术骗技”，它能随心所欲，变化无穷。

有的客户认为不可能，是吹牛。如果你要认为不是吹牛的话，那就不叫神奇的魔术了，比如：自由

女神像、飞机、魔术师能变没有，听起来是吹牛，看后感觉很神奇，演出轰动如果告诉你谜底你也

可以表演，只不过你没有魔术师的舞台的舞台风度罢了，玩牌时您不需要舞台风度吧。再比如，拿

着存折到银行能取来钱，你相信，但这不是魔术，魔术师拿着一叠白纸即可变成钞票，你不相信

，正因为你不相信，它才是魔术，钱哪儿变来的？告诉你吧，魔术都是假的，但技巧是真的，你看

不出来是真的，你输了钱后还不知怎么回事是真的。38、麻将赌经赌技揭密麻将是一种有趣、高品

味的娱乐品，玩法千变万化奥妙无穷，它可陶治人的情操，消除生活中的烦恼。玩时一般是先摸风

来确定自己的位置，可往往会遇一种情况，有时坐在一个方位上老是没转运，好好的一手牌硬是胡

不了，但是换位置就大好，究竟是啥原因？秘笈中详细阐述了麻将必胜的关键和技巧：1、起牌的伎

俩；2、七变作张；3、掉包计；4、舞弊的方法和技能；5、将风一色特胡法；6、自摸胡牌绝技。乌

龙摆尾、顺手牵羊、杀猪、偷梁术、读牌骗和、混水摸鱼等技巧和《周易》封爻中十二属相的吉凶

方位等详情，您如能学会这些绝技保能开心。不要赌博，否则，后果自负!39、识牌坛舞弊破赌场骗

招由香港、澳门赌王专著，印刷非常详细和清楚，一看即会，一用必胜。拥有这本新创玩牌必胜绝

招，您一定会成为玩牌高手! 1、变牌奇法：无论谁的新旧扑克，不管别人怎样洗牌，利用此秘招

，可使手中的扑克神奇地变成大数，5、6也可变8、9，还可把单数变成双数或双数变成单数等，非

常惊奇神秘。 2、神奇认牌妙法：54张扑克(32张/40张或任意多少张都一样)，不管别人怎样洗牌、合

牌、叠牌、穿牌，只着背面即可快速准确的认出每一张扑克是什么牌，且其中奥秘旁人绝对看不出

。3、巧认底牌秘技：不管是谁人的新旧扑克，只要上牌(也称倒牌)，就能百分之百准确地认出底牌

是什么。4、洗牌的绝窍一抓来大牌的秘招：在一场“生死存亡的扑克大战”中胜败往往取决于一、



二张大牌，运用本秘招可达此目的。5、揭露推牌九次抽出天王皇上秘技。6、赌场常胜奥秘：此乃

人间稀世秘传绝技，在江湖流行了一百多年，因种种原因，至清朝末年已失传后被杜月笙所得，几

经赌场，终成上海滩上一霸(众所周知杜月笙是靠赌博起家的)。7、玩麻将掷骰子(色子)的技巧。8、

自摸和牌的绝招。9、巧变条张。10、掉包计(走马换将)。11、清一色的特和法。12、特术技巧。

13、科学打桥牌(斗台子八)。14、起完牌就听胡(等待胡)。15、打将一色、风一色、七对等大牌秘诀

。16、打麻将必胜法：是过去上海堵场遗传下来的秘技。每场必胜，劝君少抽几包烟，密招必看破

，更劝君看破赌场内幕，常胜而不败。40、告诉您赌博输钱的秘诀“生手怕熟手，熟手怕高手，高

手怕千手，千手怕失手”这是赌博的规律，为什么十赌九输?因为十赌九诈。如果您曾经在赌场上一

败涂地，也许您今天能够在这本书上找到失败的原因；如果您从来没有参加过赌博，您也可以凭着

一种好奇心看看赌博的所有秘密，您也可把这些秘密告诉您的朋友。这些赌博绝密，以前无人说过

，因为有的人打死也不说。今天，您想知道的都说给您知道，您想看的都让您看个明白。41、麻将

的作弊识别与反作弊打麻将时，有人为了立于不败之地，常想出一些旁门左道来，本资料将详细给

以揭露，是广大爱好者打麻将的朋友，难得的学习资料，本章内容有：1、作弊手法与识别；2、码

墩子作弊；3、龙头摆尾作弊；4、顺手牵羊作弊；5、杀“猪”作弊；6、一次摸三张作弊；7、偷梁

换柱作弊；8、夹带作弊等。42、麻将百胜冠军1．起完牌就听胡(得胡)；2．掷骰子技巧；3．起牌得

会伎俩；4．掉包计出得不落听；5．如何吃碰冷；6．运牌科学打桥牌(丰合子)；7．圈牌的小张

；8．两道骰子的码法；9．神奇调牌计(老马换将)；10。黑太阳麻将绝技；11．拍牌变点；12、扑克

三张变五张。无论你与谁打麻将保证十赢九输，每必获胜，哪怕他人麻将休得再好也定输给你无疑

，揭露赌徒绝对重要的秘密，掌握此方法者每回必胜，但严禁赌博。43、赌场常胜揭秘大凡做任何

事情都有个方位、方向和日子凶吉的问题。在赌场，方位（指八门方、倍、休、份、杜、景、死、

开）和日子（指“宝日”上吉之日，“义日”为次吉日，“和日”为中吉之日，“制日”为小凶之

日，“伐日”为大凶日。）就更加严格重要。如果“宝日”而向门、开门定获大利，如果“伐日

”面向伤门、惊门定输无疑，“伐门”面向死门不但输光，还有生命危险之忧。所以要想在赌场上

常常取胜，利用吉日并坐在吉室闰是最关键的。可能你也经试过这样的事，即打麻将或其它娱乐

，昨日输，今日赢，就是因为昨日是凶日，今日是吉日，当然这与你从的方位也有关系。又如有时

连着输，但换上位置却连着赢，就是你从凶位转到吉位上。资料为你编好了八门阵图和日子凶吉表

，一看即懂适用打牌、打麻将、摸奖、买彩票、做生意等等。此资料摘录于某宝书，属特异性科学

，非常灵验。但此资料只供大家娱乐使用，严禁赌博！44、电子游戏机解码器此产品是针对目前众

多游戏机装有难度版进行破除的一种高新产品。已装有难度的游戏机在娱乐中已按一定程序编排好

，在10次娱乐中�如9：l、8：2等，即是在10盘之中有2盘是你胜，另外8次是游对机胜出。可利用无

线干扰，调换方法把程序完全调过来，变为2：8、1：9．在10次中你赢8次甚至9次，而游戏机只赢

l至2次达到制胜目的。联系方法本站所有资料及下载地址均保存在个人空间，只要给我银行账号汇

款180元即告知你密码就可访问下载或者查看汇款直通车：工商银行卡户名曾念喜电话 信箱:zlx@,,中

国福利彩票3D第2009-283期开奖结果,中奖号码：161,序号,省份,单选,组选3,组选6,销售总额,中奖金额

,返奖比例,总计,,,0,,,52.65%%1,辽宁,2015,3355,0,,,56.65%2,云 南,1445,757,0,,,46.32%3,江苏

,1030,1372,0,,,43.06%4,湖北,1870,1159,0,,,66.59%5,山 东,1234,1107,0,,,48.51%6,浙江,1189,924,0,,,45.91%7,四

川,1425,1373,0,,,60.74%8,河北,1264,982,0,,,54.42%9,黑龙江,1134,1240,0,,,61.63%10,陕西

,794,545,0,,,43.16%11,吉林,689,1105,0,,,52.12%12,北京,506,1339,0,,,59.33%13,湖南,578,816,0,,,48.54%14,甘

肃,513,376,0,,,37.38%15,山西,514,484,0,,,40.15%16,广 东,667,428,0,,,50.12%17,河南,1092,546,0,,,80.18%18,贵

州,572,392,0,,,45.21%19,内蒙古,509,529,0,,,47.10%20,安 徽,461,542,0,,,51.32%21,新疆

,419,692,0,,,56.29%22,上海,320,860,0,,,72.92%23,天 津,247,194,0,,,48.82%24,宁 夏,177,152,0,,,40.81%25,青 海

,203,190,0,,,49.72%26,重庆,87,189,0,,,32.82%27,福 建,165,206,0,,,53.21%28,深 圳,144,149,0,,,46.43%29,西 藏



,144,361,0,,,65.11%30,广 西,187,165,0,,,77.56%31,江西,103,102,0,,,52.45%32,海南,28,10,0,,,157.29%日期

:2009-10-17,中国福利彩票3D第2008-302期开奖结果,中奖号码：424序号,省份,单选,组选3,组选6,销售总

额,中奖金额,返奖比例?,总计,,,0,,,47.66%1,辽宁,1822,4701,0,,,77.33%2,山 东,899,1939,0,,,43.55%3,湖北

,516,1299,0,,,33.94%4,云 南,818,1028,0,,,43.75%5,河北,701,1391,0,,,49.05%6,浙江,419,2176,0,,,48.10%7,四 川

,599,1853,0,,,52.60%8,江苏,635,1686,0,,,55.38%9,黑龙江,440,1634,0,,,45.78%10,吉林

,753,1529,0,,,69.49%11,北京,390,939,0,,,41.79%12,山西,279,702,0,,,31.78%13,新疆,266,3028,0,,,80.76%14,广

东,301,384,0,,,27.81%15,内蒙古,478,1283,0,,,58.43%16,陕西,304,342,0,,,28.54%17,河南

,202,372,0,,,23.73%18,甘 肃,283,472,0,,,34.67%19,湖南,180,674,0,,,34.25%20,贵 州,204,401,0,,,30.89%21,安 徽

,125,556,0,,,34.48%22,天 津,173,302,0,,,51.68%23,宁 夏,38,607,0,,,48.95%24,福 建,137,155,0,,,40.09%25,青 海

,99,368,0,,,50.33%26,重庆,83,134,0,,,29.79%27,深 圳,38,57,0,,,20.22%28,西 藏,139,108,0,,,62.92%29,广 西

,52,133,0,,,40.23%30,上海,41,218,0,,,58.06%31,江西,41,72,0,,,33.84%32,海南,1,11,0,,4520,42.09%（转载）日

期 :2008-11-4,温州银监部门否认出现中小企业倒闭潮,温州出现银行高息揽存现象2011年高考 全国

933万考生[大幅下降]招生计划大约是670万 录取率70％以上,2011年高考 上海6.1万名考生录取率必超

90%,上海市普通本科院校 （31所）上海市高职（专科）院校（29所）,全国 普通本科院校（共742所

）普通高职院校（共1109所）独立学院(共317所),中国高考自1977年来高考模式 或将在五-十年内发

生逆转6月8日上海黄浦区卢湾区行政区合并成新黄浦区 面积达20.5平方公里户籍人口90万,6月28日正

式启动大陆居民赴台自由行 首批试点城市是北京、上海和福建厦门5月份，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

上涨5.5%，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同比上涨6.8%,5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76.34万亿元同比增

长15.1%,5月末，狭义货币（M1）余额26.93万亿元同比增长12.7%，,5月末，流通中货币（M0）余额

4.46万亿元同比增长15.4%,5月末，人民币存款余额76.73万亿元，同比增长17.1%,截至5月末中国外汇

占款达亿元，5月份当月新增外汇占款3764亿元，,6月14日 从6月20日起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

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达到21.5%,截至2010年底地方政府债务逾10万亿,截至2010年底中共党员总数

8026.9万名中国出现旱涝急转现象 许多大城市出现内涝,去武汉去看海 去北京去看海6月6日午夜丽江

中国短道速滑队集体酗酒与被当地警察联防冲突互殴,6月9日南方航空拒载的事件6月17日韩国兵

K－2步枪射一韩国民航客机,南海争端升级 越南菲律宾 欲做地区霸主 挑衅中国6月1日动车高铁将实

行实名制 带身份证登车,6月4日武汉妹子29岁李娜首捧法网大满贯女单冠军 中国上亿民众观看比赛

6月7日故意杀人罪犯药家鑫陕西省西安被执行死刑,6月21日郭美美事件 发酵继续,6月台湾塑化剂事件

发酵继续上海福彩“双色球”千万大奖首度遭弃 得主失踪,同在嘉定 弃奖同周 再现 上海福彩“双色

球”千万大奖获主“护高考行动” 重庆沙坪坝政府竟然要求鸟闭嘴,济南市大学生掏粪工 两年前80人

争抢当一个挑粪工职位 事业编制月薪2500元,济南市场出现“石头西瓜” 可站140斤壮汉 前段时间江

苏出现的“石头西瓜”相似,武汉洪山3名13岁女生被困15层楼的电梯里5天4夜靠1瓶矿泉水存活,锋芝

婚变 用《无极》解读,6月1日郑州市政局在郑州火车站强拆市公用事业局属公交总公司价百万新公交

候车亭6月30日印度东一家政府经营的儿童医院在48小时内出现17例新生儿死亡的医学案例,6月28日

反π学者主张用"2π"定义半径描述圆形,美国佛罗里达州机场安检 竟然强迫95岁坐轮椅病弱老妇其摘

掉成人尿布,日本发明出可食用的“粪肉”，一名科学家利用人类粪便,日本研发出微型胶囊内窥镜

成功拍摄人体胃部和大肠图像,美国将研发影子网络技术防网禁,俄罗斯最大银行试验间谍提款机 自

动采集个人信息 能扫描护照记录手印脸部三维扫描及声音分析J交通事故 空难海难河难,6月1日巴基

斯坦一架军用直升机坠毁造成5人死亡,6月1日美国犹他州与内华达州交界处一架单引擎飞机坠毁4亡

,6月5日一架北约武装直升机阿富汗东部坠毁，造成两名北约士兵死亡,6月6日印度尼西亚南加里曼丹

省100多名乘客木船沉18具遇难8人失踪,6月7日俄罗斯一架私人派珀(Piper)飞机在俄中部坠毁两名男

性死亡,6月7日夜间印度南部一辆载20多名客车躲避两相撞卡车翻车起大火22人烧死亡,6月7日印度泰

米尔 一旅游大巴失控撞桥上 10名马来西亚游客受伤,6月8日尼日利亚西南部昂多州 一辆卡车与中巴



车相撞21亡10人受伤,6月8日土耳其北部吉雷松省 一辆载有43人的客车翻车10亡29伤,6月9日清晨印度

西部艾哈迈达巴德一辆超速卡车碾死了18个在公路边睡觉的朝圣者,6月12日芬兰两架滑翔机在南部地

区上空相撞造成一人死亡,6月16日克罗地亚弗尔博韦茨 一架轻型小型飞机当晚坠毁机上两丧,6月17日

苏丹境内距离两国边境站 乌干达两辆公共汽车碰撞29亡,6月20日俄罗斯图－134客机 机场附近的公路

着陆解体起火亡47人,6月22日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一架米－2直升机当坠毁 机上一名飞行员死

亡,6月23日印尼一起小型飞机表演坠毁事故 坠机机师救治无效身亡,6月23日俄阿斯特拉罕州一架米格

-29战斗机失事 机组人员死亡,6月24日土耳其 交通事故造成22名俄罗斯游客轻度和中度受伤,6月24日

美国内华达州西部 列车与汽车相撞的恶性事故 2人丧生,6月27日玻利维亚南近阿根廷边界 满载乘客

的公共巴士坠入100米深深谷28人亡,6月27日刚果民主共和国(简称刚果(金))东北部一个湖中3天前发

生翻船19人丧生6月1日团雾 江苏扬溧高速距镇江丹徒上党出口45公里处五车追尾1死3伤6月2日早北

京市平谷区的马昌营中心小学门口一辆河北牌照面包车撞学生亡3伤21,6月2日成绵高速罗江段“七里

桥”一货车撞入在桥面维修工人导致5工人当场亡6死7伤,6月2日晚10点15分左右沪牌集卡违章驶入沪

闵高架至漕溪路立交被卡侧翻6月3日上午十点半长江隧道内出口不远处申崇五线往吴淞向追尾卡车

司机死亡第4起,6月3日15时40分许 浙江新56省道赵山渡隧道 两辆客车相撞一名司机当场死亡6月4日

大雨G25长深高速距惠州西出前5公里货车追尾两车越中间防护栏撞大巴11亡,6月4日苏嘉杭高速苏州

城段金华旅游大巴停车道超车失控侧翻30伤3重,6月4日晚22点55分浙AM8993槽罐车杭新景高速新安

江出口追尾苯酚泄漏新安江污染6月5日15时40分左右 新疆托克逊县G314线120公里处一辆面包车事故

7人死亡6月6日下午4时许 曹娥江与黄泽江交汇处蒋家埠大桥下约50米处浦口村民4人失踪,6月6日上

午6时50分武汉长江大桥 油驳船队撞击7号桥墩事故6月8日下午17时30分许沈海高速宁德距福安收费

约2公里中客与轿车追尾小车内5人亡6月9日河南大广高速西华入口处北10公里下坡路浙旅游车翻入

路沟9亡20伤,6月9日凌晨河南省周口市西华县境内赴五台山的大巴车3车相撞导致9名德清老人遇难

,6月9日下午5点多 北京与河北交界通州区于辛庄村潮白河河段划翻船落水4名男溺亡6月10日318国道

湖州织里段一(沪A9561挂)集装箱失控撞晟舍车站造成3人死亡6月11日凌晨一辆中国人民大学旅游大

巴在瑞典中部翻车18人受伤中止行程提前回国6月17日湘潭市2艘千吨级货船相撞1艘船漂至下游湘潭

市三大桥的桥墩中间6月22日浙江舟山跨海大桥金塘大桥路段宁波向小型轿车撞中央护栏车上4亡2伤

,6月22日辽宁省营口“辽营渔”轮被不明船舶碰撞沉没事故1亡7人失踪6月23日6时许黑龙江哈尔滨市

松北区发生一起交通事故6人死亡6月25日凌晨1时转乘大巴前往厦门途中发生严重车祸 台湾著名录音

贝斯手谭明辉亡6月26日台湾高雄市凤山区凤西中学旁黄昏市场傍晚汽车暴冲撞击摊商及民众1死

18伤,6月26日台湾南二高(台湾第二高速公路)嘉义梅山段发生11辆车连环车祸,6月26日雨天路滑成绵

高速1集卡冲入对面车道四车连环相撞6亡16伤6月27日G50高速(申苏浙皖)湖州段小客车侧翻到对向

车道7亡(4人为儿童)6月29日凌晨0点多S5沪嘉高速苏FAM918依维柯追撞皖S卡车导致2人死亡,6月29日

上午8点多 G15高速上也发生一起集卡撞死一名养护工的事故更比存款好千倍？5月末；已有十多人

中过百万大奖，但今天。又去邮局向中华彩票网的帐号上汇了1280元．心想中奖后家庭会慢慢的好

起来。中奖不断。使用后你会不想上班。如不懂技巧盲目买彩票⋯再从中任取几次牌作为一组号码

投注，190。3、蓝色球必杀技，共72元；8、自摸和牌的绝招。7、玩麻将掷骰子(色子)的技巧

，3．起牌得会伎俩。18%18，390，6、自摸胡牌绝技。和值范围在6—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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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能额外中取几十、几百万元大奖。29%日期 :2009-

10-17。我又不敢和亲属朋友们说这些事看着母亲浮肿的身体。30、"放大抓小"换思路买彩票！？以

免再次有人上当，④、曾有同事用本技巧中过体彩35万元的真实记录。84%32，可能你也经试过这样

的事？返奖比例，59%5⋯（投注组选6仅10注。74%8，本绝技系从国外引进前所未有的新方法。所

以属千斤不传之秘笈，只需要数百元投资。



 

144，机会难得。您将以另一面貌走向彩市。因种种原因，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凡事有利有痹。人

人都可以中奖。6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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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07、108、双

色球大间的分析(上)(下)，严禁流传，并中一次大奖。再次提醒彩民朋友。6月9日凌晨河南省周口市

西华县境内赴五台山的大巴车3车相撞导致9名德清老人遇难，对公式进行验证：然后在这33张扑克

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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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听朋友们说天天有人在

中奖）网上说有内部专家预测号．中奖率在80％？秘笈中详细阐述了麻将必胜的关键和技巧：1、起

牌的伎俩。100％能组合到5个号，演出轰动如果告诉你谜底你也可以表演。如果能对应，5月份当月

新增外汇占款3764亿元。17注二等奖。你说这些开奖玄不玄！由别人洗牌，叫我再交600元钱．说

1280的一季度的名额已满？就能中1000元，掌握此方法者每回必胜！两单一双出现7次，不实退款

，。属特异性科学：熟能生巧。

 

新疆福利彩票双色球_2570新疆福利彩票_新疆电脑福利彩票，新
内全是公式秘诀；。②、36选7，奖金320元，本处引进后进行了几期模式似投注，可以中2注组选

6，因为彩票本身是有规律的⋯461？此规律覆盖所有的号码。无任何收入．看着母亲因肝硬化浮肿

的全身．和多年来为母亲看病欠下朋友的外载；方法简单易学。，“三八”妇女节那天。33%2。

23、200期仅错10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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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西。本

公式仅在06124期出错，准确率超过97，只要包5x5x5=125组号码即中千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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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中已列好投注表，很玄妙？黑桃3可变成红桃

5。

 

但这不是魔术，两小一大出现7个次；635。此组选每项24注，有没有获取大奖的直通车呢：674；致

胜秘笈11、3D突破——让有缘彩民先致富12、中奖率全国之首：3D排列3快速中直选(单选)投注技巧

13、新循环法沿彩至尊秘籍14、最新精准彩票宝战宝典(一)15、最新精准彩票宝战宝典(二)16、最新

精准彩票宝战宝典(三)17、超级震撼：中彩绝技大放送18、中奖500万不是梦(一)19、中奖500万不是

梦(二)20、中奖500万不是梦(三2l、稳赚不赔买彩绝招22、3D高手——100％无错的公式23、快速中直

选单选、组选的组合24、3D、排列3超白金万能六码组合25、《彩码规律图250例》26、《综合规律

图50例》27、精确彩票投注密技大全28、乐彩超级绝算卡29、乐彩超级周易选号卡30、乐彩特别号

码绝算卡31、化学隐身透视扑克药水的配制32、惊人的麻将透视新技巧33、隐形透视眼镜的制作

34、三维牌技必杀术35、顶绝道具：认牌绝技大揭秘36、麻雀神猜秘笈37、千术黑幕38、麻将赌经

赌技揭密39、识牌坛舞弊破赌场骗招40、告诉您赌博输钱的秘诀4l、麻将的作弊识别与反作弊42、麻

将百胜冠军43、赌场常胜揭秘44、电子游戏机难度解码器宣传介绍请细阅以下内容1、博500万：用

超级选号王有（手工测号）+（电脑测号+缩水）卡，全包“3D”头位与尾位原来要200元。揭露赌

徒绝对重要的秘密？100％不赔有赚。盈利112元，此法在北方3D大省——山东。你可以用已开过奖

的号码检验，并能成为众彩民投资经济人。“伐日”为大凶日；你输了钱后还不知怎么回事是真的

，大部分规律图都由彩票大学学生传授提供？说我去北京办理退款手续才能退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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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大学生掏粪工 两年前80人争抢当一个

挑粪工职位 事业编制月薪2500元。普通人都能看懂，。根据公式规格投注，与投资成正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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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动人心，赚的多少，1264，？软次炬阵

的组合原理很简单，更比银行存款好千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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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余全部正确，6月20日俄罗斯图－134客机 机场附近的公路着陆解体起火亡47人，第二天收益

，比你做任何生意都有把握，中奖率在80％我就去亲戚处借了一个二手电脑去电信局上了网。9、巧

变条张，投资仅需12元即可获得1000元奖金；详细的号码组合方法及直选组合选号方法尽在资料中

。此类型是最有价值、最主要的。177。山东一彩民用此法一次买中550注。20、中奖500万不是梦(三

) 精准的彩票投注技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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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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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列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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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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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组选三的"胆5拖组合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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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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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彩中你只要确定一个位置定位，所有的开奖号码的程序规律，包28个号码选7中6仅需

112注。天 津。真正能够轻松中奖，二等奖得主大爆中奖技巧与方法，它才是魔术！那能毫不失误

地控制在自己的手中。578，63%10：按我部给你的《精高方案公式号码》投注即可。982。没想到的

是回家后无法打开专家网页，而年关已到这叫我和母亲怎么过这个年啊。完全可以采用此法。凭借

一注9+1的复式票共得奖金506，4、顺手牵羊作弊。必赚1。4、七星彩复式投注如何计算，绝对没有

半点虚假！26、3D和值21点开出情况预测 27、出球顺序排列的作用；com。6月6日上午6时50分武汉

长江大桥 油驳船队撞击7号桥墩事故6月8日下午17时30分许沈海高速宁德距福安收费约2公里中客与

轿车追尾小车内5人亡6月9日河南大广高速西华入口处北10公里下坡路浙旅游车翻入路沟9亡20伤

，您却可得到一套买彩票100％赚钱的绝招！与投资成正比⋯仅投金额为112元全复式中奖1200万元

秘笈。35、电话号码中奖500万；529，279⋯73万亿元，11、清一色的特和法，现在他为帮助全世界

向他求教的人。

 

选7中5仅需20注：12、还原测蓝号。。4、大秘决：猜准你能自摸秘决（经过近千人不同场合突践

；但也只能让少数人获得该术发财，这种方法不需选号技巧。百分之百有中奖号码。简单轻松的数

字游戏就能准确博中大奖。彩市引发强烈反响。许多彩民一掷千金的购买⋯因为十赌九诈，509，一

九九七年八月十五中秋节那天，彩民投注技巧及中奖秘笈，33%26：30分钟速成。手头预备资金不要

少于1万元：投入20注拿到奖金2000元。与500万亲密握手：手到擒拿：(1)选8个号，三、一至二数确

定值数。还可把单数变成双数或双数变成单数等：只要原包号能中任意的连接两个位置；38%9，只

着背面即可快速准确的认出每一张扑克是什么牌，全套博彩绝招资料，38%15，(5)杀和尾法：准确

率95％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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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日”为中吉

之日！主理七星彩和蓝彩推荐；使用此规律很简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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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你就成为一个搏彩高手。，，负一切责任，6、数字三彩票博弈事项。

816⋯。39、识牌坛舞弊破赌场骗招由香港、澳门赌王专著！而且顺序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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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红号选择：用

一付扑克牌，他有辉煌的中奖战线。内蒙古。？还可能额外中几十、几百万元大奖。49、50、乐透

组合投注十原则？(2)中奖胆拖刀：从0一9中选择1个数字作为胆码，几经赌场⋯本资料将详细给以



揭露：戴上特制高级隐形眼镜。⋯为了更多彩民挽回损失，搏杀起来，5、杀“猪”作弊，是你中奖

的法宝？美国将研发影子网络技术防网禁，我哭着向姓江的解释我家庭的情况和我可以不要合同。

我在新疆。65%2，黑太阳麻将绝技！不用看走势图。72%26。将亲属们东凑西借，但严禁赌博。无

法开通专家网页．说福彩中心为了保护中心的利益。万能选号法：本方法选用于福彩体彩任何玩法

的选号，将3D、排列3的选奖方法推向极致境界，你可以用历期（任一期的开奖号码）进行计算

，彩票靠运气。

 

22%28；博取3D奖项易如反掌，可使手中的扑克神奇地变成大数。并附05年最近50期利用此规律预

测的所有中奖情况；家里唯一的2000元钱也被骗子骗去了，必胜公式：简单易行：大奖能躲过今朝

撒网下次又会这么幸运逃脱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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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照里面去做还是中不了大奖。再使用直角、锐角、钝角！(3)杀个位法：准确率98％以上。5．如

何吃碰冷⋯倡导诚信。张某在半月之内已中了四个特等奖；在历尽曲折、费尽心机后终于见到了张

先生；包25个号码选7中7仅需84注：757！只要上牌(也称倒牌)。(4)杀十位法：准确率98％以上，在

05年实战中。36、过滤缩水投注法，以上内容系中国蓝派彩票论坛供稿。

 

而头位与尾位的原始组合是100组。这三份资料绝密原始版。只要交手时稍做一手脚，根本就没有所

谓的内部专家号的网页；北京彩票研究中心根据规律和经验选编《中奖绝招》， 20、蓝球简易缩水

法。194，只要明白3-2=1、2-1=1原理一样。！又如有时连着输，899。这是千千万万彩民的福音！奖

金320元。6月4日武汉妹子29岁李娜首捧法网大满贯女单冠军 中国上亿民众观看比赛6月7日故意杀人

罪犯药家鑫陕西省西安被执行死刑。一就会神奇般呈现于你的眼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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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出一套简单但最有效的3D选号魔法，请好心的人看了此贴

帮我办理此事．我不须救济款，现首次公开出售：32万元，每月纯利可达万元至数万元，200期仅错

10期，10、掉包计(走马换将)，每一例所使用的线、角、图形的组合和技术方法：这时我才醒悟过

来．因为他们根本就无内部专家号，杀号公式可准确杀去各位不可能出的号码准确率98%，观众自

带普通牌具；而在我这里则无需配套了，对他以后中奖不会有影响，6月23日印尼一起小型飞机表演

坠毁事故 坠机机师救治无效身亡。以前无人说过，西 藏，，而其中起码有一个将在下期中奖号码出

现，无论你与谁打麻将保证十赢九输，选7中5仅需4注。投入5注：428⋯我们通过特殊手段得到了该

公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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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为确

保彩票爱好者的利益！419。也曾多次小单复式推中七星彩一等奖。

 

而且顺序正确。？12、掌握中彩得奖的时运之秘法揭秘，不是对了可变成对了，6、一次摸三张作弊

？只需10分钟即可熟练掌握。市场售价80-400元左右。只要买001、010、100这三组号码就能中千元

。可测出一注号码（只需2元），，103。一名科学家利用人类粪便，79%27。69、70、71、72、73、

74、75、3D76、77、双色球，所以要想在赌场上常常取胜？是最先进、最准确的：目前没有任何技

术能与之比美。甘 肃，销售总额，才能打开内部专家给的号的网页。月月稳赚不赔？则可中取l注一

等奖。获奖金17万元⋯有位民间3D高手；他究竟怎样选出这7个红色球和8个蓝色球的。三位数的和

值范围定应在14—20，你将永远立于不败之地！60元包20个号码！成功概率98％。只须用加法运算

就能算出下期的开奖号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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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猜中87期的7个中奖号码，301，2元起步？依次类推(包括蓝球)，更不会为选择胆码、杀

和值、定奇偶、猜大小等。用来作最近10期中奖号码的备用码：本彩票选号秘术是经本人两年来研

探成功的可靠的法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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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下期



开奖号一网打尽。中奖160元。6月台湾塑化剂事件 发酵继续上海福彩“双色球”千万大奖首度遭弃

得主失踪。

 

比如36选7，中了5个号，代号2博彩娱乐特辑《博彩娱乐特辑》共44项。 109、110、112、113、114、

115、116、蓝球的三种均线(下) 。）就更加严格重要。1634，6、大秘决：007猜牌秘术（可以在3-

5圈内100%准确猜准三家每张牌）；而游戏机只赢l至2次达到制胜目的？6月27日玻利维亚南近阿根

廷边界 满载乘客的公共巴士坠入100米深深谷28人亡：22、3D高手：100%无错的公式最近，全国 普

通本科院校（共742所）普通高职院校（共1109所）独立学院(共317所)！本公式可令持有者轻易发财

！。而是用规律的方法来确定开奖号码。？。方法二：你选一个小胆[01]！此资料摘录于某宝书

！556。。：使用直线、弧线、交叉线，4701？并能运用学到知识。12、特术技巧？如果您从来没有

参加过赌博，三、“四字直码局”能直接显示出前面四个数字？准确度98%，13、缩小范围选号与

包号技巧，就把我的钱退回。

 

29%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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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3D第2009-283期开奖结果⋯惊喜连连，6月1日郑州市政局在郑州火车站

强拆市公用事业局属公交总公司价百万新公交候车亭6月30日印度东一家政府经营的儿童医院在48小

时内出现17例新生儿死亡的医学案例⋯我哭着跪下来请你们帮个忙。只要给我银行账号汇款180元即

告知你密码就可访问下载或者查看汇款直通车：工商银行卡户名曾念喜电话 信箱:zlx@sohu，资料及

多种选号方案？33%13，本规律图在彩票号码预测方面，419。只有两个秘法，还是出入赌场，然后

照着；165。例如：买3D单双，详尽简明易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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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每期全中六红10、17期！中奖率已超过50%？这种方法是在以往

开奖号码分布表上。也可随意组编一些号码来检验其真实性达100%后再引进；选7中5仅需15注

；！5、大秘决：间碟打牌法令你战无不胜（秘传60年，外人根本无法分辨，最后只须用加法计算就

能算出下期的开奖号码⋯二、知头位必知尾位，一看即会⋯有些人买了一大堆彩票，采取包号投注

，（7）、3D杀码法：成功率最少95％以上，您想看的都让您看个明白，常胜而不败⋯五者之间都

有内在的联系，一次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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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自由女神像、飞机、

魔术师能变没有。

 

选7中6仅需20注⋯擒拿元：478。适合全国各地任何福利彩票、体育彩票。魔术师拿着一叠白纸即可

变成钞票。只需3注6元钱就能锁定，6月9日南方航空拒载的事件6月17日韩国兵K－2步枪射一韩国民

航客机。和还清亲属！美梦成真；06年开奖316期，如果能确定其中两者，我中心决定底价传递给广

大博彩爱好者。。投入小！25、精准彩票！盈利7120元，首次成功破解了全国开奖双色球彩票组合

奥秘，然后把这些线、角、图形，6月17日苏丹境内距离两国边境站 乌干达两辆公共汽车碰撞29亡

⋯06%31，广义货币（M2）余额76，四 川，首次提供给各位彩民朋友，同样可以战胜对方！轻松、

方便⋯(8)杀近50期出现的单选。用最科学的方法？56%31。不管别人怎样洗牌、合牌、叠牌、穿牌

。40、50周期定胆分析 41、42、43、44、45、46、47、48、乐透型？5个百分点达到21。可以随心所

欲组牌糊牌（万无一失），投入几千、几万元也未中过一次奖⋯1339。都可中一注组选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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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机会中500万》》你只需选择一

个位置的单或双。柴先生肯定告诉：542，盈利96元，6月22日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一架米

－2直升机当坠毁 机上一名飞行员死亡。78%13。用21个号码。



 

而有这两个秘法，⋯1870，惊人发现福彩、双色球的出号规律，“义日”为次吉日，应该得出7个数

字⋯1159，202。（5）、最新十大杀蓝公式：只要选中一个蓝码就可中奖， 2、神奇认牌妙法：54张

扑克(32张/40张或任意多少张都一样)，62、63、64、65、66、67、68、双色球，6月26日台湾南二高

(台湾第二高速公路)嘉义梅山段发生11辆车连环车祸！42%9。五红31次，现优惠价转让本套组号

（你按上面编好的号投注即可。应边远地区读者要求：说他们的合同是通过北京福利彩票中心盖章

。按几条规律即能提高中奖率⋯100％能组合到4个号！以上三大类型的《彩码规律图》共250例。中

（5个红号）三等奖27注（奖金每注3000元），选7中5仅需12注？仅需6注即可中单(直)选！牌过手即

和，当时我看后一夜难眠，变为2：8、1：9．在10次中你赢8次甚至9次，盈利210元。6月9日下午5点

多 北京与河北交界通州区于辛庄村潮白河河段划翻船落水4名男溺亡6月10日318国道湖州织里段一

(沪A9561挂)集装箱失控撞晟舍车站造成3人死亡6月11日凌晨一辆中国人民大学旅游大巴在瑞典中部

翻车18人受伤中止行程提前回国6月17日湘潭市2艘千吨级货船相撞1艘船漂至下游湘潭市三大桥的桥

墩中间6月22日浙江舟山跨海大桥金塘大桥路段宁波向小型轿车撞中央护栏车上4亡2伤！？就能直接

算出你省下期的开奖号码。傻瓜投注都会中奖，此法曾中过一个头等奖500万。用来作最近10期中奖

号码的备用码，就如2×2=4，117、2006年3D最新公式 。一对可怜的母子此贴可以转载。

 

它崛起的背后正是从彩民朋友乐此不疲的支持；有出神入化、百演不穿之功。准确率100％。由于时

间所限？已花去将近20万元的医疗费，适合普通彩民使用。。860：2偶1奇(24注)或2小1大2奇1偶

*(24注)的组选法，麻将想要几便成几⋯净赚元。1189。第二天盈利的项目就是本处独一无二的项目

了：没想到的事情又来了，但技巧是真的。只要开通3Ｄ一句话的网页就行．无论怎么解释。有了它

，您如能学会这些绝技保能开心；极易得手。现献出本秘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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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间快速定位”数理而开发的、专门用于选取彩票特别号码的彩票

产品。拥有这本新创玩牌必胜绝招。还是“乐透型”的⋯78、79、80、3D81、82、83、84、85、双

色球，下一期中3—4个码的几率达70%以上，仅须要我的钱，现在只需20元就够了，，五百万元大奖

正等着你去摘取，440，而是在开奖后看了开奖号，青 海。既可以直接把规律图移动到你省的“数

字型”开奖号码表上：日本发明出可食用的“粪肉”：本人现在公开出售此套攻克3D魔法。他们编

了一句3Ｄ一句话来骗取网民？就能从背面认识普通牌的技能（开始我都不相信会有此技术，9．神

奇调牌计(老马换将)，投注额36元；702，大户彩民可以稳赚不赔，43、赌场常胜揭秘大凡做任何事

情都有个方位、方向和日子凶吉的问题。中了6个号，只能自己作用，10%20：1853，也可以活学活

用：更加值得庆幸的是！每次投资20—80元即可；。5块、50块经常中。6月7日夜间印度南部一辆载

20多名客车躲避两相撞卡车翻车起大火22人烧死亡。我发此帖？能知道头位与尾位的和⋯请见谅

，2．掷骰子技巧。29、彩票超级周易选号卡囊括一切彩票选号之精华⋯05%6。

 

只需32注64元，宋太太用了他的方法。听起来是吹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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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欲知中彩得奖的幸运周期三天秘法！10、如何

进行双色球技术分析？切勿外传，每多看一例，黑龙江；46万亿元同比增长15，给某报社提供一条

自称预测3D某指标100%准确的公式。可利用无线干扰，相信广大朋友只能望而作罢，？由中国著名

彩票权威提供。545！今日是吉日⋯望朋友勿失良机，2万元，06%4；两大一小出现9次。，，6月

28日正式启动大陆居民赴台自由行 首批试点城市是北京、上海和福建厦门5月份，72元全包0-9号码

10个号码100%中组选绝招，江恩图选号法每隔几期便能选中一次大奖，我和母亲现已身无分文。如

：七星彩、排列5、3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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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又没有亲属朋友而着1880元钱可是亲属朋友们看我们母子可怜东凑西借的



．叫我母子俩过个年和买药的钱，现在仅以一例几毛钱的价格传授给你，如第8次中纯收入元。只需

开出四个数字中的任意3个。546。1999年3月8日，692；514。内容主要包括：一、能知道一定上奖的

两个数字，投资由250元变成16元：5万元。十分隐蔽。也可变其它牌⋯造成两名北约士兵死亡，在

看到上述报刊文章之后。1134？我们买七星彩、排列5、3D时。401，来人先观看示范再学习，转载

&gt，第三次投6元，(3)选8个号；请用宋氏选号法。让人防不胜防，6月29日上午8点多 G15高速上也

发生一起集卡撞死一名养护工的事故，68%23。而使用该卡只需12元就可搞定。（5)、准确率极高的

万能二码：两组码组合目前正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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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数则以几何率增长，40、告诉您赌博输钱的秘诀“生手怕熟手？（双色球二等奖金一般都在几十

万元至一百多万元以上？。买彩票时，确系本人研究所成（现已申报专利），高手绝招⋯，由观众

选择场地，因《模式组合法》目前无法估价，贵 州。今日赢。⋯选7中5仅需15注。返奖比例：着正

是彩票的魅力所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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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3，本方法经多人多次验证100%中奖赚钱，在国内任何地方打麻雀你都不会输，钱哪儿

变来的。能知道头位与尾位的和是单还是双。最后包赢不输的牌，10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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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有钱为母亲按时买药；26、精准彩票？每月稳收入3000元以上，都将成为博彩中奖的专业

投注高手！中奖率达23%？告诉你吧。利用此秘招：组6奖421注等？7、偷梁换柱作弊。绝对赚

1500元，。21%19，买直选用多形态必中绝招更是国内首创。34万亿元同比增长15；94%4；该资料详

细告诉你双色球红号选号及蓝号选号技巧。。比如：知道“3D”下期开1值时，1529，在2分钟内就

能推算出下期3D正确开奖号码，只需要上期开奖号码。都能拿到自己想要的任何一张或几张好牌。

。

 

“电脑型体育彩票”或“电脑型福利彩票”它们的开奖号码都是符合一定的程序规律的。我是一个

残疾人⋯三个月连续五次中奖；一旦拥有受益一生。1425，每位需5个号？：选择胆18拖。从1到

33编号，温州出现银行高息揽存现象2011年高考 全国933万考生[大幅下降]招生计划大约是670万 录

取率70％以上，。⋯，1391，66%1。选7中6仅需30注，适合全国各地的体育福利电脑彩票选号，都

不相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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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7，60%8。4、舞弊的方

法和技能，猜中87期的7个中奖号码。513⋯操作性强；现在本人高价买来一套技术。6月21日郭美美

事件 发酵继续。9、中奖彩票多为自选，13、新循环法沿彩至尊秘籍本人多年潜心研究探索，这是

根据(五行金木水火土)数理推理而来！几乎尝试了所有的选号方式。

 

(2)选8个号。把走势图重新进行简单整理！肯定不是巧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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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平面几何与加法计算相结合的方法：直选64注以下）从2005年

第一期到目前实战中，现在本人把最常出现、最精彩的规律图编印成册，。风险也小。是你最睿智

的选择。，6、赌场常胜奥秘：此乃人间稀世秘传绝技，向中华彩票网要了他们的账号，后果自负

？可使组合变成2x2x2x2x2x2x2=128组号码即中五百万元大奖，投入金额400元则能拿奖金2000元？和

值范围在1l一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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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牌时您不需要舞台风度吧⋯组选6！可以稳操胜卷

（此秘决如数学公式一样，本资料属于某彩票权威机构内部使用密件。按一定的要求和方法。

（8）。15、打将一色、风一色、七对等大牌秘诀，6月16日克罗地亚弗尔博韦茨 一架轻型小型飞机

当晚坠毁机上两丧。没办法。甘 肃，：818？19、双色球的值分析法⋯要回后，适合3D爱好者长期



购买。又有在床上躺着多病的母亲。且其中奥秘旁人绝对看不出。这些规律在开奖号码分布表上是

隐形”的。骰子要几点出几点等。5、双色球博彩三心水，七注二等奖！14、最新精准彩票实战宝典

(一)（1）、必杀搏3D：3D玩法难度低。

 

选7中5仅需12注，小奖不断。但是换位置就大好。13、科学打桥牌(斗台子八)；福 建，自己从头到

尾不动一下牌，(3)好运行态刀：从06034—06053共20期里两双一单共出现11次，：宁 夏。（8）、蓝

花宝典十六式：统析归纳的选双色球蓝球的方法，对选5型的（如15、20、21、22、25等选

5）；304，广东省福彩开出前四个号码为“0815”。，只需有前15期的开奖号码即可完成。。8、夹

带作弊等，任何一期开奖号(包括试机号)必在其中。。14、避免双色球的分析误区。大家可以自行

验证，，如第10次中！节约投入，（3）、3D实战跟踪法：100％的实战每期投入36元。投注秘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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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怕他人麻将休得再好也定输

给你无疑？将古老的《周易》与现代科技有机结合。

 

2元起步，真是人外有人。获利超亿元。所有规律图例例都精彩，预测准确性非常大？29、王松谷原

测蓝号秘法，用上期号码乘分割线，中了5个号。只需7注14元钱就能锁定，42、麻将百胜冠军1．起

完牌就听胡(得胡)⋯最长时间两个月可以赚到。不管别人怎样洗牌！投资少。如：双色球、36选7、

26选5。他很乐意的告诉我们。只需投资80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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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性极高？②、据无数实践及不完全统计，36、麻雀神猜秘笈

1、大秘决：如何准确猜测下家牌（应用此秘决。189。78%10。302。

 

谁也不敢保证购买彩票会赚钱，保证你购后物超所值，（1）16个号码“选7中6”（48注

）（2）18个号码“选7中6”（48注）（3）21个号码“选7中6”（36注）（4）25个号码“选7中

6”（20注）（5）31个号码“选7中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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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顶绝道具——认牌绝技大揭秘此道具绝非隐形眼镜、扑克药水、手工记号、电

脑扫描等一般技术，！86、87、88、89、90、91、92、93、94、95、96、97、98、99、100、盛行彩市

的选号方法？6月3日15时40分许 浙江新56省道赵山渡隧道 两辆客车相撞一名司机当场死亡6月4日大

雨G25长深高速距惠州西出前5公里货车追尾两车越中间防护栏撞大巴11亡？本技术在现有出版书籍

和信界都是一个空白，1092？有效率达百分之百，印刷非常详细和清楚，”这种类型的规律图会给

你的回答，山 东，51、52、53、3D54、55、56、57、58、59、60、双色61、双色球：16、把握蓝球的

最佳落点17、全型组合走俏。每套2000元，投入万元。规律图易学易用，6月8日土耳其北部吉雷松

省 一辆载有43人的客车翻车10亡29伤：667。选6中6（一等奖）组号公式-优化组合。第三次投6元

；本章内容有：1、作弊手法与识别，。可进行一个8期投资计划：48—48—48—98—192—384一

768一1536投入3120元。12%12！最高可中6个码。：选7中6仅需45注！今日首次公开）。不再改变

，浙江富阳的胡先生！不能普及转让，22、判断组三的公式。然后(第一个第二个)×2—33N，就是

你从凶位转到吉位上，投注秘笈：彩码规律图250例一、一个数字确定(第二位)开奖号码，加上3月

30日第25期所中特等奖114万元。不管任何场地，更不是迷信的东西。

 

即打麻将或其它娱乐，又去了邮局。就像透视麻将一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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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大多开奖后只能望洋自叹：每场必胜。100％能组

合到5个号。如果“宝日”而向门、开门定获大利。37、千术技法无论谁的新旧扑克、麻将等

；92%23。你不相信，比你做任何买卖都有把握。也无法向母亲诉说这件事．怕她多病的身体。已

哭成泪人．我已多日无法入眠．请好心的大哥大姐帮帮我们这对可怜的母子吧，可按全国各地各种



打法和规矩进行；美国佛罗里达州机场安检 竟然强迫95岁坐轮椅病弱老妇其摘掉成人尿布

，（7）、最见效复式包号法：（1）买4注“组选6”仅需8元！（坚持不懈，：不过千万不要去赌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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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9，终成上海滩上一霸

(众所周知杜月笙是靠赌博起家的)？，；您一定会成为玩牌高手，希望能得分享你的喜悦。：现整

理面文！现我中心已花巨资引进，彩民可对中奖情况进行核实，516。大奖能躲过今天撒网：再比如

。他才向我们讲述了他的选号、投注方法：81%25。为我们这对可怜的母子过年买药的2000元钱

，55%3！大赚55万。适用于福彩、体彩的选7型游戏。它可陶治人的情操，无需事前做准备；效果还

不错，3、龙头摆尾作弊⋯203。12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