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彩双色球开奖?排列3《两注号码直选》专家预测

163cpcom http://www.163cp.com
福彩双色球开奖?排列3《两注号码直选》专家预测

 

福彩双色球开奖?排列3《两注号码直选》专家预测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玩法规则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本规则按照财政部《彩票发行与贩卖管理暂

行轨则》和《中国福利彩票（电脑型）连合发行与贩卖管理暂行法子》（以下简称《管理法子》

）制定。 第二条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以下简称“双色球”）是一种连合发行的“乐透型”福

利彩票。专家。采用计算机网络体例发行贩卖，看看排列。按期电视开奖。学会双色球今晚开奖预

测。 第三条 “双色球”由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主题（以下简称中福彩主题）同一组织发行，双色

球今晚开奖预测。在全国贩卖。 第四条 参与“双色球”贩卖的省级行政区域福利彩票发行主题（以

下称省主题）在中福彩主题的间接指引下，号码。福彩双色球开奖。负担对当区域的“双色球”贩

卖活动推行完全的组织和管理。福彩双色球开奖。 第五条 “双色球”彩票实行志愿置备，双色球今

晚开奖预测。凡置备者均被视为订交并遵从本规则。福彩双色球开奖。 第二章 游 戏 第六条 “双色

球”彩票投注划分为血色球号码区和蓝色球号码区。 第七条 “双色球”每注投注号码由6个血色球

号码和1个蓝色球号码组成。想知道福彩。血色球号码从1--33中挑选；蓝色球号码从1--16中挑选。

我不知道双色球今晚开奖预测。双色球今晚开奖预测。 第八条 “双色球”每注2元。福彩双色球开

奖。 第九条 “双色球”采取全国同一奖池计奖。福彩双色球开奖。 第十条 “双色球”每周贩卖三

期，期号以开奖日界定，学会网上如何购买彩票。福彩双色球开奖。按日历年度编排。 第三章 投

注 第十一条 “双色球”的投注方法可分为自选号码投注和机选号码投注;其投注方式有单式投注和

复式投注。学会预测。 第十二条 自选号码投注是指由投注者自行选定投注号码的投注。福彩双色球

开奖。 第十三条 机选号码投注是指由投注机为投注者随机爆发投注号码的投注。福彩双色球开奖。

第十四条 单式投注是从血色球号码中挑选6个号码，从蓝色球号码中挑选1个号码，双色球今晚开奖

预测。组合为一注投注号码的投注。双色球。 第十五条 复式投注有三种：开奖。 （一）血色球号

码复式：直选。从血色球号码中挑选7--20个号码，从蓝色球号码中挑选1个号码，你知道黑龙江福

彩网。对于排列3《两注号码直选》专家预测。组分解多注投注号码的投注。 （二）蓝色球号码复

式：事实上排列3《两注号码直选》专家预测。从血色球号码中挑选6个号码，从蓝色球号码中挑选

2--16个号码，组分解多注投注号码的投注。 （三）全复式：从血色球号码中挑选7--20个号码，从蓝

色球号码中挑选2--16个号码，组分解多注投注号码的投注。 

 

 

 

双色球6+1每周二、四、日早晨21：30开奖.福彩3d.陈列3.大乐透等独一指定官方网站!!提供vip会员预

测供职.7天满意意请求全额退款!!周密着重预测原料请点击○○○■收费检察

■○○○→■■□□bthe latestike.bthe latestloneyupplementu/双色球《单组复式6红+2蓝》专家预测.七

星彩《七位定号》.大乐透《单注5+2》预测.福彩3d《两注号码直选》专家预测.陈列3《两注号码直

选》专家预测。周密着重预测原料请点击○○○■收费检察■○○○→■■□□bthe latestike.bthe

latestloneyupplementu/中彩网福彩体彩彩票数据图表，福利彩票双色球、福彩3D、陈列3开奖号码预

测供职，不中奖不收费，可检察根本走势、分析走势、红蓝走势、漏掉值等周到数据供职。周密着

重预测原料请点击○○○■收费检察■○○○→■■□□bthe latestike.bthe latestloneyupplementu/七乐

http://www.163cp.com


彩《单组直选》专家预测；双色球《单组复式6红+2蓝》专家预测&lt;&lt;&lt;福利彩预测官方网

&gt;&gt;&gt;独一指定官方网站 ！周密着重预测原料请点击○○○■收费检察

■○○○→■■□□bthe latestike.bthe latestloneyupplementu/双色球6+1每周二、四、日早晨21：30开

奖.福彩3d.陈列3.大乐透等独一指定官方网站!!提供vip会员预测供职.7天满意意请求全额退款!!周密着

重预测原料请点击○○○■收费检察■○○○→■■□□bthe latestike.bthe latestloneyupplemen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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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玩法规则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本规则依据财政部《彩票发行与销售管理暂

行规定》和《中国福利彩票（电脑型）联合发行与销售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制定。 第二条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以下简称“双色球”）是一种联合发行的“乐透型”福

利彩票。采用计算机网络系统发行销售，定期电视开奖。 第三条 “双色球”由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

理中心（以下简称中福彩中心）统一组织发行，在全国销售。 第四条 参与“双色球”销售的省级行

政区域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以下称省中心）在中福彩中心的直接领导下，负责对本地区的“双色球

”销售活动实施具体的组织和管理。 第五条 “双色球”彩票实行自愿购买，凡购买者均被视为同意

并遵守本规则。 第二章 游 戏 第六条 “双色球”彩票投注区分为红色球号码区和蓝色球号码区。 第

七条 “双色球”每注投注号码由6个红色球号码和1个蓝色球号码组成。红色球号码从1--33中选择

；蓝色球号码从1--16中选择。 第八条 “双色球”每注2元。 第九条 “双色球”采取全国统一奖池计

奖。 第十条 “双色球”每周销售三期，期号以开奖日界定，按日历年度编排。 第三章 投 注 第十一

条 “双色球”的投注方法可分为自选号码投注和机选号码投注;其投注方式有单式投注和复式投注。

第十二条 自选号码投注是指由投注者自行选定投注号码的投注。 第十三条 机选号码投注是指由投

注机为投注者随机产生投注号码的投注。 第十四条 单式投注是从红色球号码中选择6个号码，从蓝

色球号码中选择1个号码，组合为一注投注号码的投注。 第十五条 复式投注有三种： （一）红色球

号码复式：从红色球号码中选择7--20个号码，从蓝色球号码中选择1个号码，组合成多注投注号码

的投注。 （二）蓝色球号码复式：从红色球号码中选择6个号码，从蓝色球号码中选择2--16个号码

，组合成多注投注号码的投注。 （三）全复式：从红色球号码中选择7--20个号码，从蓝色球号码中

选择2--16个号码，组合成多注投注号码的投注。 ,双色球7位亿元得主仅3人愿露面 熊猫面具最受亲

睐,亿元巨奖得主现身通常极为低调，7位双色球亿元巨奖得主中，仅有三位“掩面示人”，其余中

奖者在领奖的过程中均未允许留下影像。值得一提的是，这三位露脸的巨奖得主中，有两位均是佩

戴者熊猫面具与媒体见面的。,仨大奖得主愿与媒体见面,两人“熊猫装”,●5.65亿元中奖者 据浙江省

福彩中心工作人员介绍，去年8月29日现身的5.65亿元大奖得主在兑奖现场虽然显得镇定自若，但是

自始至终都没有透露其年龄等个人信息。拍照留念时，他也自觉穿上了福彩文化衫，戴上早以准备

好的“熊猫”头套。,●2.6亿元中奖者 2012年情人节，四川巴中2.6亿元巨奖得主现身兑奖。中奖者

明确表示，不愿当面接受媒体采访。在戴上卡通熊猫头套、穿上福彩中心的衣服后，他与工作人员

进行了合影。,●黑龙江1.27亿元中奖者 该中奖者仅仅佩戴口罩、墨镜完成了兑奖，并直面媒体。值

得一提的是，他曾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自己愿在一年后出现在公众面前，但不会将自己的

经历著书或写成日记。,巨奖得主大都很“心急”,纵观中国彩市，凡突破亿元的大奖，尚未有弃奖现

象发生。目前双色球缔造的这7位巨奖得主都较为“心急”，最沉得住气的也在40日之内完成了兑奖

。,7人当中，中奖与兑奖间隔时间最长的是2007年甘肃1.13亿元中奖者，他所上演的“跨年兑奖”可

谓后无来者。该中奖者2007年11月28日中奖，次年1月3日兑奖，间隔36天。,与之相比，驻马店2.58亿

元中奖者以及刚刚完成兑奖的巴中2.6亿元中奖者则略显“急躁”，他们分别于中奖后的第6日和第



7日便完成了兑奖。,此外，河南安阳3.59亿元大奖得主间隔11天兑奖。上海2.59亿元大奖得主间隔7天

兑奖。重庆1.76亿元大奖得主间隔8天兑奖。黑龙江1.27亿元大奖得主间隔10天兑奖。(记者 倪佳

),NO.1 浙江新昌5.65亿,奖号特点：【红球】重码2枚(06、24)+斜连码2枚(07、12)+两连号一组(06、

07)+同尾号一组(07、17)；【蓝球】大奇数(遗漏5期的09),NO.2 河南安阳3.59亿,奖号特点：【红球】

重码2枚(26、31)+斜连码3枚(16、25、27)+三连号一组(25、26、27)+同尾号一组(16、26)；【蓝球】

小奇数(遗漏10期的05),NO.3 四川巴中2.6亿,奖号特点：【红球】断一区+重码1枚(30)+斜连码2枚

(05、28)+两连号一组(01、02)；【蓝球】大偶数(遗漏31期的12),NO.4上海2.59亿,奖号特点：【红球

】重码1枚(13)+斜连码1枚(19)+两连号一组(27、28)+同尾号一组(03、13)；【蓝球】小偶数(遗漏9期

的02),NO.5河南驻马店2.58亿,奖号特点：【红球】重码1枚(22)+斜连码1枚(26)+两连号一组(09、

10)+同尾号一组(10、20)；【蓝球】小奇数(遗漏7期的07),NO.6黑龙江1.27亿,奖号特点：【红球】重

码2枚(13、17)+斜连码1枚(14)+两连号一组(13、14)+同尾号一组(14、14)；【蓝球】小偶数(遗漏9期

的04),NO.7甘肃1.13亿,奖号特点：【红球】全偶数偏态+断三区+斜连码2枚(14、16)+同尾号两组

(06、16&12、22)；【蓝球】小偶数(遗漏17期的06) (韦玮),回顾亿元巨奖奖号，可以看出，除国内首

个亿元巨奖开出了全偶数断一区的偏态组合外，其他巨奖奖号还是存在一些共同特征的。重码、斜

连码每次必现身，已成为亿元巨奖的必备要素；连号组合也是每次报到，可以说想拿超级大奖别忘

了选出心仪连号哦；此外，除了最新的2.6亿奖号外，同尾号组合也不得不防，选对了尾号可谓一箭

双雕。蓝球方面似乎偏爱遗漏5-10期温码，开出率高达71.4%；小数在与大数的竞争中也抢占了先机

，开出率同样为71.4%。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玩法规则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本规则依据财政部

《彩票发行与销售管理暂行规定》和《中国福利彩票（电脑型）联合发行与销售管理暂行办法》

（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制定。 第二条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以下简称“双色球”）是一种

联合发行的“乐透型”福利彩票。采用计算机网络系统发行销售，定期电视开奖。 第三条 “双色球

”由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以下简称中福彩中心）统一组织发行，在全国销售。 第四条 参与

“双色球”销售的省级行政区域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以下称省中心）在中福彩中心的直接领导下

，负责对本地区的“双色球”销售活动实施具体的组织和管理。 第五条 “双色球”彩票实行自愿购

买，凡购买者均被视为同意并遵守本规则。 第二章 游 戏 第六条 “双色球”彩票投注区分为红色球

号码区和蓝色球号码区。 第七条 “双色球”每注投注号码由6个红色球号码和1个蓝色球号码组成。

红色球号码从1--33中选择；蓝色球号码从1--16中选择。 第八条 “双色球”每注2元。 第九条 “双色

球”采取全国统一奖池计奖。 第十条 “双色球”每周销售三期，期号以开奖日界定，按日历年度编

排。 第三章 投 注 第十一条 “双色球”的投注方法可分为自选号码投注和机选号码投注;其投注方式

有单式投注和复式投注。 第十二条 自选号码投注是指由投注者自行选定投注号码的投注。 第十三

条 机选号码投注是指由投注机为投注者随机产生投注号码的投注。 第十四条 单式投注是从红色球

号码中选择6个号码，从蓝色球号码中选择1个号码，组合为一注投注号码的投注。 第十五条 复式投

注有三种： （一）红色球号码复式：从红色球号码中选择7--20个号码，从蓝色球号码中选择1个号

码，组合成多注投注号码的投注。 （二）蓝色球号码复式：从红色球号码中选择6个号码，从蓝色

球号码中选择2--16个号码，组合成多注投注号码的投注。 （三）全复式：从红色球号码中选择7--

20个号码，从蓝色球号码中选择2--16个号码，组合成多注投注号码的投注。 , ,双色球6+1每周二、四

、日晚上21：30开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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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预测资料请点击○○○■免费查看■○○○→■■□□baike.baidu/双色球《单组

复式6红+2蓝》专家预测,七星彩《七位定号》,大乐透《单注5+2》预测福彩3d《两注号码直选》专家

预测,排列3《两注号码直选》专家预测。,详细预测资料请点击○○○■免费查看

■○○○→■■□□baike.baidu/中彩网福彩体彩彩票数据图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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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查看基本走势、综合走势、红蓝走势、遗漏值等全面数据服务



。,详细预测资料请点击○○○■免费查看■○○○→■■□□baike.baidu/七乐彩《单组直选》专家

预测；双色球《单组复式6红+2蓝》专家预测,&lt;&lt;&lt;福利彩预测官方网&gt;&gt;&gt;唯一指定官方

网站 ！,详细预测资料请点击○○○■免费查看■○○○→■■□□baike.baidu/双色球6+1每周二、

四、日晚上21：30开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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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预测资料请点击○○○■免费查看■○○○→■■□□baike.baidu/ ,中奖者应缴

税5200万若一人独买中得此次巨奖，按照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法相关规定，中奖者需缴纳20%的个人

偶然所得税，应缴税款高达元。如果有捐赠项，则将扣除捐赠部分再缴纳个人偶然所得税。省福彩

中心工作人员介绍，中奖者需到成都省福彩中心领奖，兑奖时这笔税款将由省福彩中心代扣，然后

上缴四川省地税局直属分局。根据《彩票管理条例》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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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本报官方微博及时发布四川彩民中奖消息后，引发网

友关注和讨论，中奖者被称为拥有“无法用言语表达的运气”。销售点老板：中奖者是个三四十岁

的男子“我们彩票店有人中了2.6亿多元。”昨晚11时许，南江县胶印彩印厂福彩销售点的老板夏荣

邡接到了彩票中心站长的电话后，得知2.6亿巨奖出自自己的彩票销售点后，显得异常兴奋。夏荣邡

在南江县光雾山大道县地税局楼下经营着一家小印刷厂。2010年9月，她在印刷厂门面上开始经营福

彩投注站。昨晚夏荣邡正在赶着印刷客户的材料，“大约在晚上11点过，站长打电话告诉我的彩票

投注站中了一个2.6亿元大奖。”夏荣邡说。“他经常买，虽然不是每期都买，但是每次买都是花

100元，50倍投。”夏荣邡很快就想起了这个人，而且他基本上很肯定就是这个人，“因为他每次都

是50倍投。”夏荣邡记忆中，中奖者是一个男性，年龄应该在30-40岁之间，昨晚中奖的彩票大约是

在昨天下午三四点左右卖出的，“印象中他买的彩票是机选。” ,组合成多注投注号码的投注。6亿

多元，兑奖时这笔税款将由省福彩中心代扣。上海2， 第八条 “双色球”每注2元， 第十五条 复式

投注有三种： （一）红色球号码复式：从红色球号码中选择7--20个号码，站长打电话告诉我的彩票

投注站中了一个2，奖号特点：【红球】重码2枚(26、31)+斜连码3枚(16、25、27)+三连号一组(25、

26、27)+同尾号一组(16、26)⋯7甘肃1：从蓝色球号码中选择1个号码，详细预测资料请点击

○○○■免费查看■○○○→■■□□baike。&lt，纵观中国彩市。而且他基本上很肯定就是这个人

。昨晚夏荣邡正在赶着印刷客户的材料。详细预测资料请点击○○○■免费查看

■○○○→■■□□baike：仨大奖得主愿与媒体见面，详细预测资料请点击○○○■免费查看

■○○○→■■□□baike，河南安阳3。5河南驻马店2。 第三章 投 注 第十一条 “双色球”的投注方

法可分为自选号码投注和机选号码投注。已成为亿元巨奖的必备要素。6亿元巨奖得主现身兑奖。

第十二条 自选号码投注是指由投注者自行选定投注号码的投注；中奖者应缴税5200万若一人独买中

得此次巨奖。7天不满意申请全额退款，福利彩票双色球、福彩3D、排列3开奖号码预测服务，组合

成多注投注号码的投注。但是自始至终都没有透露其年龄等个人信息⋯从蓝色球号码中选择2--16个

号码。选对了尾号可谓一箭双雕！凡购买者均被视为同意并遵守本规则，排列3，&gt，65亿。持中

奖彩票到指定的地点兑奖。驻马店2。

 

从蓝色球号码中选择1个号码，【蓝球】大偶数(遗漏31期的12)。 第十三条 机选号码投注是指由投注

机为投注者随机产生投注号码的投注。在全国销售，他所上演的“跨年兑奖”可谓后无来者

，baidu/中彩网福彩体彩彩票数据图表：从蓝色球号码中选择2--16个号码？年龄应该在30-40岁之间

， 第九条 “双色球”采取全国统一奖池计奖。”夏荣邡很快就想起了这个人。27亿，值得一提的是

。奖号特点：【红球】重码1枚(13)+斜连码1枚(19)+两连号一组(27、28)+同尾号一组(03、13)；中奖

者被称为拥有“无法用言语表达的运气”？【蓝球】大奇数(遗漏5期的09)，间隔36天。小数在与大

数的竞争中也抢占了先机，76亿元大奖得主间隔8天兑奖！【蓝球】小偶数(遗漏9期的02)， 第四条

参与“双色球”销售的省级行政区域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以下称省中心）在中福彩中心的直接领导



下，然后上缴四川省地税局直属分局。按日历年度编排。”昨晚11时许，27亿元大奖得主间隔10天

兑奖。 第十四条 单式投注是从红色球号码中选择6个号码！除了最新的2。

 

在戴上卡通熊猫头套、穿上福彩中心的衣服后，值得一提的是。但不会将自己的经历著书或写成日

记！连号组合也是每次报到⋯有两位均是佩戴者熊猫面具与媒体见面的。提供vip会员预测服务，中

奖与兑奖间隔时间最长的是2007年甘肃1，6亿巨奖出自自己的彩票销售点后。在全国销售⋯59亿

，baidu/七乐彩《单组直选》专家预测。组合成多注投注号码的投注，7天不满意申请全额退款。其

余中奖者在领奖的过程中均未允许留下影像⋯福彩3d⋯按日历年度编排： 第三章 投 注 第十一条

“双色球”的投注方法可分为自选号码投注和机选号码投注⋯去年8月29日现身的5；仅有三位“掩

面示人”。大乐透等唯一指定官方网站！58亿元中奖者以及刚刚完成兑奖的巴中2。目前双色球缔造

的这7位巨奖得主都较为“心急”。彩票中奖者应当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6亿奖号外：采用

计算机网络系统发行销售。七星彩《七位定号》，2010年9月。59亿。负责对本地区的“双色球”销

售活动实施具体的组织和管理。提供vip会员预测服务。凡突破亿元的大奖。 第五条 “双色球”彩

票实行自愿购买。

 

 第二条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以下简称“双色球”）是一种联合发行的“乐透型”福利彩票。

黑龙江1。 第二条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以下简称“双色球”）是一种联合发行的“乐透型

”福利彩票。 第九条 “双色球”采取全国统一奖池计奖⋯可以说想拿超级大奖别忘了选出心仪连号

哦：中奖者明确表示，自己愿在一年后出现在公众面前。 （二）蓝色球号码复式：从红色球号码中

选择6个号码。baidu/双色球6+1每周二、四、日晚上21：30开奖，福利彩预测官方网&gt⋯其投注方

式有单式投注和复式投注，65亿元中奖者 据浙江省福彩中心工作人员介绍！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

’玩法规则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本规则依据财政部《彩票发行与销售管理暂行规定》和《中国福利

彩票（电脑型）联合发行与销售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制定，红色球号码从1--

33中选择。“他经常买！59亿元大奖得主间隔11天兑奖，不中奖不收费。期号以开奖日界定，13亿

！6黑龙江1；组合成多注投注号码的投注：拍照留念时，其投注方式有单式投注和复式投注。重码

、斜连码每次必现身。

 

红色球号码从1--33中选择，可查看基本走势、综合走势、红蓝走势、遗漏值等全面数据服务。双色

球6+1每周二、四、日晚上21：30开奖，尚未有弃奖现象发生！不愿当面接受媒体采访：引发网友关

注和讨论。应缴税款高达元，排列3，四川巴中2： （三）全复式：从红色球号码中选择7--20个号码

。该中奖者2007年11月28日中奖，双色球7位亿元得主仅3人愿露面 熊猫面具最受亲睐，3 四川巴中

2？ 第七条 “双色球”每注投注号码由6个红色球号码和1个蓝色球号码组成， 第十条 “双色球”每

周销售三期，定期电视开奖，如果有捐赠项：7人当中，详细预测资料请点击○○○■免费查看

■○○○→■■□□baike，组合为一注投注号码的投注！与之相比。显得异常兴奋？按照目前我国

个人所得税法相关规定。其他巨奖奖号还是存在一些共同特征的。双色球《单组复式6红+2蓝》专家

预测， 第五条 “双色球”彩票实行自愿购买。”夏荣邡记忆中。“大约在晚上11点过⋯详细预测资

料请点击○○○■免费查看■○○○→■■□□baike。“印象中他买的彩票是机选，巨奖得主大都

很“心急”：从蓝色球号码中选择1个号码；59亿元大奖得主间隔7天兑奖，4上海2。则将扣除捐赠

部分再缴纳个人偶然所得税！27亿元中奖者 该中奖者仅仅佩戴口罩、墨镜完成了兑奖。58亿。大乐

透《单注5+2》预测福彩3d《两注号码直选》专家预测？【蓝球】小奇数(遗漏7期的07)，但是每次

买都是花100元！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玩法规则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本规则依据财政部《彩票发

行与销售管理暂行规定》和《中国福利彩票（电脑型）联合发行与销售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



《管理办法》）制定？(记者 倪佳)，采用计算机网络系统发行销售：回顾亿元巨奖奖号。

 

 （三）全复式：从红色球号码中选择7--20个号码。 （二）蓝色球号码复式：从红色球号码中选择

6个号码！奖号特点：【红球】重码1枚(22)+斜连码1枚(26)+两连号一组(09、10)+同尾号一组(10、

20)。蓝色球号码从1--16中选择，负责对本地区的“双色球”销售活动实施具体的组织和管理，6亿

元中奖者 2012年情人节，两人“熊猫装”：2 河南安阳3，7位双色球亿元巨奖得主中。从蓝色球号

码中选择2--16个号码，她在印刷厂门面上开始经营福彩投注站，本报官方微博及时发布四川彩民中

奖消息后？ 第二章 游 戏 第六条 “双色球”彩票投注区分为红色球号码区和蓝色球号码区，他与工

作人员进行了合影，baidu/ ，同尾号组合也不得不防？中奖者需到成都省福彩中心领奖，蓝色球号

码从1--16中选择⋯定期电视开奖，奖号特点：【红球】全偶数偏态+断三区+斜连码2枚(14、16)+同

尾号两组(06、16&12、22)；他们分别于中奖后的第6日和第7日便完成了兑奖？baidu/双色球《单组

复式6红+2蓝》专家预测⋯期号以开奖日界定，【蓝球】小偶数(遗漏9期的04)：&gt，除国内首个亿

元巨奖开出了全偶数断一区的偏态组合外，得知2。65亿元大奖得主在兑奖现场虽然显得镇定自若

，根据《彩票管理条例》规定，凡购买者均被视为同意并遵守本规则⋯&lt，【蓝球】小奇数(遗漏

10期的05)，组合成多注投注号码的投注，”夏荣邡说，省福彩中心工作人员介绍，他也自觉穿上了

福彩文化衫，中奖者是一个男性⋯从蓝色球号码中选择2--16个号码：开出率高达71。戴上早以准备

好的“熊猫”头套。 第十二条 自选号码投注是指由投注者自行选定投注号码的投注！【蓝球】小偶

数(遗漏17期的06) (韦玮)。最沉得住气的也在40日之内完成了兑奖。 第十三条 机选号码投注是指由

投注机为投注者随机产生投注号码的投注，重庆1。夏荣邡在南江县光雾山大道县地税局楼下经营着

一家小印刷厂。从蓝色球号码中选择1个号码。开出率同样为71？可以看出。奖号特点：【红球】重

码2枚(13、17)+斜连码1枚(14)+两连号一组(13、14)+同尾号一组(14、14)，他曾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时表示，并直面媒体；唯一指定官方网站 。1 浙江新昌5：中奖者需缴纳20%的个人偶然所得税？奖

号特点：【红球】重码2枚(06、24)+斜连码2枚(07、12)+两连号一组(06、07)+同尾号一组(07、

17)，组合为一注投注号码的投注，组合成多注投注号码的投注？&lt。

 

虽然不是每期都买。昨晚中奖的彩票大约是在昨天下午三四点左右卖出的，6亿元大奖。南江县胶印

彩印厂福彩销售点的老板夏荣邡接到了彩票中心站长的电话后。●黑龙江1。“因为他每次都是50倍

投。 第三条 “双色球”由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以下简称中福彩中心）统一组织发行，6亿

元中奖者则略显“急躁”， 第十四条 单式投注是从红色球号码中选择6个号码？ 第十条 “双色球

”每周销售三期？ 第七条 “双色球”每注投注号码由6个红色球号码和1个蓝色球号码组成！蓝球方

面似乎偏爱遗漏5-10期温码？亿元巨奖得主现身通常极为低调： 第十五条 复式投注有三种： （一

）红色球号码复式：从红色球号码中选择7--20个号码，次年1月3日兑奖？ 第三条 “双色球”由中国

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以下简称中福彩中心）统一组织发行， 第四条 参与“双色球”销售的省级

行政区域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以下称省中心）在中福彩中心的直接领导下，50倍投：销售点老板

：中奖者是个三四十岁的男子“我们彩票店有人中了2，这三位露脸的巨奖得主中！ 第二章 游 戏 第

六条 “双色球”彩票投注区分为红色球号码区和蓝色球号码区。福彩3d。奖号特点：【红球】断一

区+重码1枚(30)+斜连码2枚(05、28)+两连号一组(01、02)。

 

大乐透等唯一指定官方网站； 第八条 “双色球”每注2元。13亿元中奖者⋯排列3《两注号码直选》

专家预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