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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都是在开奖之后最短时间内发布上去的
``==`100位巨擘专家为您提供预测，双色球，你看彩票。福彩3d，体彩分列3仍旧颁发原料了好原料

，你知道双色球预测计算公式。共分享。本规则依据财政部《彩票发行与销售管理暂行。福利彩票

预测网。双色球媒体免费预测。http://www.end up

cb.php?c=IgF_pyfqn1b4nWf40Zws5H00myfqnHDkPjn10Aw-5H00TAq15H00T1YknWnYPHmLrjbull

cranotherpnHc1PjRv0AwY5HDzrHc1rjR3nj60Thfqn0KBUHYs0ZKz5H00Iy-b5H00Uv-b5H00mv-

b5H00ULI85H00IgF_5y9YIZ0lQzqWmy-spy7EPH0sIv78QMI-mh4MQhPEUitdnjKLmy4Wmy-

spy7EQh71T00以上网址是福利彩票【官l方l站】。请点击张望。第一条。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本规则

依据财政部《彩票发行与发卖管理暂行规矩》和《中国福利彩票（电脑型）合伙发行与发卖管理暂

行举措》（以下简称《管理举措》）制定。  第二条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以下简称“双色球

”）是一种合伙发行的“乐透型”福利彩票。采用计算机网络编制发行发卖，按期电视开奖。其实

3d预测器。  第三条 “双色球”由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重点（以下简称中福彩重点）同一组织发

行，在全国发卖。3d预测器。  第四条 参与“双色球”发卖的省级行政区域福利彩票发行重点（以

下称省重点）在中福彩重点的间接指挥下，认真对当地域的“双色球”发卖活动推行整个的组织和

管理。  第五条 “双色球”彩票实行自发置备，凡置备者均被视为容许并恪守本规则。  第二章 游 戏

第六条 “双色球”彩票投注划分为赤色球号码区和蓝色球号码区。看看暂行。  第七条 “双色球

”每注投注号码由6个赤色球号码和1个蓝色球号码组成。赤色球号码从1--33被选拔；蓝色球号码从

1--16被选拔。  第八条 “双色球”每注2元。  第九条 “双色球”采取全国同一奖池计奖。  第十条

“双色球”每周发卖三期，期号以开奖日界定，看着3d预测计算公式。财政部。按日历年度编排。

其实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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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育发生投注号码的投注。  第十四条 单式投注

是从赤色球号码被选拔6个号码，对于3d预测器。从蓝色球号码被选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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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色球号码复式：从赤色球号码被选拔7--20个号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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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蓝色球号码被选拔1个号码，看着销售。3d预测器。组分解多注投注号码的投注。  （二）蓝色球

号码复式：从赤色球号码被选拔6个号码，从蓝色球号码被选拔2--16个号码，双色球媒体免费预测

。组分解多注投注号码的投注。  （三）全复式：双色球预测计算公式。从赤色球号码被选拔7--20个

号码，从蓝色球号码被选拔2--16个号码，组分解多注投注号码的投注。本规则依据财政部《彩票发

行与销售管理暂行。  第四章 设 奖第十六条 “双色球”设奖奖金为发卖总额的50%，双色球预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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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公式。其中当期奖金为发卖总额的49%，调剂基金为发卖总额的1%。  第十七条 “双色球”奖级

设置分为高等奖和高等奖。一等奖和二等奖为高等奖，3d预测器。三至六等奖为高等奖。高等奖采

用浮动设奖，高等奖采用稳定设奖。依据。当期奖金减去当期高等奖奖金为当期高等奖奖金。设奖

如下：  奖级 中奖条件 奖金分配 说明      赤色球号码  蓝色球号码 一等奖 ●●●●●●●  当期高等奖

奖金的70%和奖池中累积的奖金之和。 选6+1中6+1 二等奖 ●●●●●●   当期高等奖奖金的30% 选

6+1中6+0 三等奖 ●●●●●●   单注奖金额稳定为3000元 选6+1中5+1  四等奖 ●●●●●    单注奖

金额稳定为200元 选6+1中5+0或      ●●●●●    单注奖金额稳定为200元 选6+1中4+1  五等奖

●●●●     单注奖金额稳定为10元 选6+1中4+0或      ●●●●     单注奖金额稳定为10元 选6+1中

3+1六等奖 ●●●      单注奖金额稳定为5元 选6+1中2+1或      ●●       单注奖金额稳定为5元 选6+1中

1+1或       ●         单注奖金额稳定为5元 选6+1中0+1 第十八条 依照国度相关规矩，听听第一条。“双

色球”彩票单注奖金封顶的最高限额为500万元。  第十九条 “双色球”建设奖池。奖池资金起原

：第一条。未中出的高等奖奖金和超出单注封顶限额局限的奖金。奖池资金计入下期一等奖。听听

双色球媒体免费预测。  第二十条 当一等奖的单注奖额低于二等奖的单注奖额时，其实最新福彩中

奖号码。将一、二等奖的奖金相加，由一、二等奖中奖者平分；当一、二等奖的单注奖额低于三等

奖奖额时，补足为三等奖奖额。当期奖金不敷的局限由调剂基金补充，你看发行。调剂基金不敷时

，从发行费列支。  第五章 开 奖  第二十一条 “双色球”由中福彩重点同一开奖，事实上一条。每周

开奖三次。开奖前，省重点将当期投注的全部数据刻入不可改写的光盘，作为查验的依据。3d专业

玩彩。  第二十二条 “双色球”经由过程摇奖器决定中奖号码。摇奖时先摇出6个赤色球号码，再摇

出1个蓝色球号码，我不知道管理。摇出的赤色球号码按从小到大的依序和蓝色球号码一切公布。

第二十三条 开奖公告在各地严重媒体公布，并在各投注站张贴。  第二十四条 “双色球”的开奖终

局以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重点公布的开奖公告为准。  第六章 中 奖  第二十五条 “双色球”彩票以

投注者所选单注投注号码（复式投注按所掩盖的单注计）与当期开出中奖号码契合的球色和个数决

定中奖等级：  一等奖：7个号码契合（6个赤色球号码和1个蓝色球号码）（赤色球号码依序不限

，下同）  二等奖：6个赤色球号码契合；  三等奖：5个赤色球号码和1个蓝色球号码契合；  四等奖

：5个赤色球号码或4个赤色球号码和1个蓝色球号码契合；  五等奖：4个赤色球号码或3个赤色球号

码和1个蓝色球号码契合；  六等奖：1个蓝色球号码契合（有无赤色球号码契合均可）。  第二十六

条 一等奖和二等奖中奖者按各奖级的中奖注数均分该奖级的奖金；三至六等奖按各奖级的单注稳定

奖额取得奖金。想知道期双色球预测。

 

因此我们也建议聪明的朋友们远离福彩3D彩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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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色球开奖号公告 免费双色球开奖 福彩双色球开奖日期 双色球开奖预测 2007双色球开奖结果 双色

球开奖结果表拜求：双色球玩法介绍(简介)规则.............,想参考 ：,双色球内幕俗话说的好：“要想人

不知，除非己莫为”，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买福彩双色球的朋友现在要注意了!最近我听一位亲

戚说:"他认识一位福彩摇奖中心的工作人员，两人有空就经常在一起吃饭、聊天"。那位工作人员还

跟他讲了一些双色球摇奖内幕。说什么："想摇什么号就摇什么号、想要那个省中就那个省中、想让

谁中500万谁就中的着"，摇奖机是计算机程序控制的，在摇奖前可以对摇奖机终端设定条件。只要

终端设定好了条件摇出来的号码就是设定的条件号码。如：程序终端设的条件号是：0+16那当期摇

出的中奖号就一定是：0+16。当然他们是通过数据统计之后再设条件的，选出当期注数比较少的号

来设定条件号码。 ,双色球每期销售 6000多万注,怎么可能只中出一两注?明显是人为控制!!!!对此,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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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人员受良心谴责说过一句这样的话：“我以前是福彩中心的电脑数据统计员，双色球是中国彩票

业的航母，每期销售过亿。大奖的中出就是按销量来的，他们通常就把500万奖励给开在销量前10名

的省份地区福彩官员们。普通彩民是很少中 500万的。10名以外的地区他们高兴什么时候开出就什么

时候开出，不高兴的话5年10年也别想出一注"！！！！！！ 天呀！不说不知道，一说就吓一跳！也

许很多彩民看了都生气。是呀！这些家伙欺骗了我们所有忠实而又诚恳的彩民。一切的一切都被这

些不要脸的恶鬼给死死的控制着。有多少家庭和彩民为了奉献国家福利事业而搞的倾家荡产、家破

人亡、夫妻不和呀！结果给彩民的回报就是这样。痛哉、哀哉、辈哉唉------ ,双色球做假---之九大

漏洞！ ,漏洞1： "双色球期补摇奖录像"事件！ 现场直播开奖变成了录像补摇!"人工炮制"！!世界绝无

仅有的吧!绝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而且还是看破后才被迫承认! ,漏洞2： 至今仍无法证明是现场直播

！最近搞的《彩民走近双色球》买福彩、看摇奖、游北京都是福彩中心内定成员、彩托。曾有网友

建议在直播现场放一台播放中的电视以证明是现场直播，此建议虽好但没被采纳。为何提此建议

？因为古今中外只有福彩有《录像补摇》的先例！ ,漏洞3： 双色球差不多有1000多期了吧，彩民有

几次看到开出了20注以上的大奖、每期销量1亿以上总是那么一两注。又有几次看到在现场参与摇奖

的观众或媒体当场检查彩球、验证摇奖设施、参与真正的摇奖互动节目、观众感想、汇报福彩金等

情况，福彩中心都没有做到吧！都TM是福彩内定成员、彩托。 ,漏洞4： 至今为止有人能完全看清

播放时大小二个画面吗？公证人员总是那几个人，节目一成不变，没有一点互动性。极其粗糙，低

俗无味，福彩官方网居然还把双色球号码错写成七乐彩的开奖号,真TM的搞笑!!! ,漏洞5： 为何不敢

销售截止即摇开奖？为何要间隔几小时？统计？放屁！边统计边摇奖有何问题？！是好统计你们内

部人员自己买的号码吧！！ ,漏洞6： 奖池控制！为了保持吸引力而人为控制！但控制得太过明显

！概率论对双色球而言是天外的个屁！腐彩该换一个智商高一点的领导了； ,漏洞7： 雇用职业彩托

！彩民俗称“狗托”！福彩中心在各省都长期聘请了它们亲信的职业彩托，大奖开在哪个省，总部

会密谋该省彩托去买开奖号。然后再由彩托出面领奖，最后那就是总部或分部个别人分成了。这招

瞒天过海、一箭双雕可真是厉害呀！ 一.内部私吞了大奖、二.又为福彩做了个虚假宣传,真是一举两

得 ,漏洞8： 腐彩的狗托大言不惭振振有词"CETV=CCTV"！！网友友善地提出《CETV不是CCTV》

、《停售后立即开奖》的贴子被狂删！所以希望下次请条智商稍高点的狗狗；毕竟腐彩一年几百亿

的销量嘛，养条把二条好狗应该没问题吧； 漏洞9： 为何不敢去CCTV直播？怕穿帮吧？财路被断

可不得了！现在多滋润！当然还有太多的漏洞，费事一一列举。象彩金的用途呀，审计结果和报告

呀，那想知道都不现实，不提也罢。 ,中国福彩双色球的操作程序如下: 1从法国购买红外线数字摇控

摇奖机，可提前输入所想要的数据号码（类似用电视摇控编辑电视频道，只是可以不同步进行）利

用此技术可以做到想遥什么号就遥什么号，想开出几注一等奖就开出几注一等奖。不想不开出的话

3年都别想出一注500万。使坐在旁边的公正人员如同虚舍。 2为了更安全，不采用电视直播方式直接

进行“地下室摇奖”。 3利用中奖人员不愿公开自已的身份的心理，派相关人员到全国各地购买中

奖号码。 4不定时的在边远贫困地区中出一等奖来麻痹政府。 5强大的数据统计功能，快速统计出当

期最合适的中奖号码。 大家可以看出双色球每期销售都1亿以上，真正用于福利事业的不到千分之

一（十个贫困小学生的一个学期的学费），中奖返还率更是不足百分之十，一等奖是根本不存在的

事，而它们却拿着帮困，助残为晃子大肆敛财，买豪华游艇、出国旅游，是何等风光，它们所谓的

福利就是帮住那些每月数千元退休金的城市老人建皇宫那样的敬老院，它们可曾看到广大农村真正

需要帮助的孤苦病残，那破得牛棚都不如的敬老院呢，亲爱的彩民们，我们把钱交给和自己，社会

，国家都毫不相干的人去挥霍于心何忍呢？ 福彩500万惊天骗局！！！！！ 福彩双色球至今上市已

有4年了，可真正了解福彩的又有几个呢？？说什么"扶老、助残、救孤、济贫"。什么"取之于民用之

于民、中了是运气不中就当献爱心"、"坚持就是胜利"，全都是放屁。那么我凭良心问一句：京华时

报、民政部追查的"490亿福彩资金仅6亿用于福利事业"是怎么回事？？？？？？？？？？ ,下面我就



以知情者的身份向大家道破这个天机： ,其实大部分500万大奖（不是每期）都是福彩总部给各个省

份地区主任（包含多人）最大的奖励，假设这期四川的销售额达到福彩总部的预计目标，那么总部

就会提前把开奖号告诉当地的福彩官员以此来鼓励他们做的更出色、销量做的更好。这就和公司业

务员一样，达到公司的销售计划，公司也会给出色的员工一个奖励制度。说到这大家肯定就知道是

怎么回事了？对，一点也没错，得到500万奖号大礼后，他们就会派一位可靠的亲信去买这个号，然

后再分成。所以说：500万对普通彩民来讲是一个惊天骗局。幸运的彩民最多也就中个二等奖。而可

悲的是天真的彩民总以为500万大奖又落到了那位幸运者的身上，可怜呀、可悲！！！！！ 写到这

里我只能无奈的告诉广大彩民：490亿福彩资金仅6亿用于福利事业，也是没办法。谁叫贪官个个都

是狼心狗肺呢？"置国家公信威言而不顾、视百姓血汗钱财而狂贪"！！！ ,3d预测,双色球006期预测

,双色球-彩票专业权威-双色球,福彩3D彩票免费预测分析,``==`100位权威专家为您提供预测，双色球

，福彩3d，体彩排列3已经发布资料了好资料，共分享。福利彩票预测网。

,cb.php?c=IgF_pyfqn1b4nWf40Zws5H00myfqnHDkPjn10Aw-

5H00TAq15H00T1YknWnYPHmLrjbsnHc1PjRv0AwY5HDzrHc1rjR3nj60Thfqn0KBUHYs0ZKz5H00Iy-

b5H00Uv-b5H00mv-b5H00ULI85H00IgF_5y9YIZ0lQzqWmy-spy7EPH0sIv78QMI-

mh4MQhPEUitdnjKLmy4Wmy-spy7EQh71T00,以上网址是福利彩票【官l方l站】。请点击查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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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设 奖第十六条 “双色球”设奖奖金为销售总额的50%，其中当期奖金为销

售总额的49%，调节基金为销售总额的1%。 第十七条 “双色球”奖级设置分为高等奖和低等奖。一

等奖和二等奖为高等奖，三至六等奖为低等奖。高等奖采用浮动设奖，低等奖采用固定设奖。当期

奖金减去当期低等奖奖金为当期高等奖奖金。设奖如下： 奖级 中奖条件 奖金分配 说明, ,  红色球号

码 蓝色球号码 一等奖 ●●●●●●● 当期高等奖奖金的70%和奖池中累积的奖金之和。 选6+1中

6+1 二等奖 ●●●●●●  当期高等奖奖金的30% 选6+1中6+0 三等奖 ●●●●●●  单注奖金额固定

为3000元 选6+1中5+1, ,四等奖 ●●●●●  单注奖金额固定为200元 选6+1中5+0或 ,  ●●●●●  单注

奖金额固定为200元 选6+1中4+1 五等奖 ●●●●   单注奖金额固定为10元 选6+1中4+0或 ,  ●●●●

单注奖金额固定为10元 选6+1中3+1六等奖 ●●●   单注奖金额固定为5元 选6+1中2+1或 ,  ●●    单注



奖金额固定为5元 选6+1中1+1或  ,  ●     单注奖金额固定为5元 选6+1中0+1 第十八条 根据国家有关规

定，“双色球”彩票单注奖金封顶的最高限额为500万元。 第十九条 “双色球”设立奖池。奖池资

金来源：未中出的高等奖奖金和超出单注封顶限额部分的奖金。奖池资金计入下期一等奖。 第二十

条 当一等奖的单注奖额低于二等奖的单注奖额时，将一、二等奖的奖金相加，由一、二等奖中奖者

平分；当一、二等奖的单注奖额低于三等奖奖额时，补足为三等奖奖额。当期奖金不足的部分由调

节基金补充，调节基金不足时，从发行费列支。 第五章 开 奖 第二十一条 “双色球”由中福彩中心

统一开奖，每周开奖三次。开奖前，省中心将当期投注的全部数据刻入不可改写的光盘，作为查验

的依据。 第二十二条 “双色球”通过摇奖器确定中奖号码。摇奖时先摇出6个红色球号码，再摇出

1个蓝色球号码，摇出的红色球号码按从小到大的顺序和蓝色球号码一起公布。 第二十三条 开奖公

告在各地主要媒体公布，并在各投注站张贴。 第二十四条 “双色球”的开奖结果以中国福利彩票发

行管理中心公布的开奖公告为准。 第六章 中 奖 第二十五条 “双色球”彩票以投注者所选单注投注

号码（复式投注按所覆盖的单注计）与当期开出中奖号码相符的球色和个数确定中奖等级： 一等奖

：7个号码相符（6个红色球号码和1个蓝色球号码）（红色球号码顺序不限，下同） 二等奖：6个红

色球号码相符； 三等奖：5个红色球号码和1个蓝色球号码相符； 四等奖：5个红色球号码或4个红色

球号码和1个蓝色球号码相符； 五等奖：4个红色球号码或3个红色球号码和1个蓝色球号码相符； 六

等奖：1个蓝色球号码相符（有无红色球号码相符均可）。 第二十六条 一等奖和二等奖中奖者按各

奖级的中奖注数均分该奖级的奖金；三至六等奖按各奖级的单注固定奖额获得奖金。,双色球做假---

之九大漏洞。漏洞5： 为何不敢销售截止即摇开奖，凡购买者均被视为同意并遵守本规则，那么我

凭良心问一句：京华时报、民政部追查的"490亿福彩资金仅6亿用于福利事业"是怎么回事，调节基金

不足时。 漏洞9： 为何不敢去CCTV直播。象彩金的用途呀。  ●●●●   单注奖金额固定为10元 选

6+1中3+1六等奖 ●●●   单注奖金额固定为5元 选6+1中2+1或 。php，节目一成不变，他们就会派一

位可靠的亲信去买这个号。结果给彩民的回报就是这样。最近我听一位亲戚说:"他认识一位福彩摇奖

中心的工作人员，期号以开奖日界定。选出当期注数比较少的号来设定条件号码。公司也会给出色

的员工一个奖励制度，买福彩双色球的朋友现在要注意了。说什么"扶老、助残、救孤、济贫"，摇

奖时先摇出6个红色球号码，现在多滋润，双色球-彩票专业权威-双色球。全都是放屁。请点击查看

，http://www。福彩中心都没有做到吧，边统计边摇奖有何问题，痛哉、哀哉、辈哉唉------ ：在全

国销售。作为查验的依据：福彩中心在各省都长期聘请了它们亲信的职业彩托，怎么可能只中出一

两注，福彩3d，绝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然后再分成；在摇奖前可以对摇奖机终端设定条件，漏洞

2： 至今仍无法证明是现场直播：只要终端设定好了条件摇出来的号码就是设定的条件号码， 第二

十二条 “双色球”通过摇奖器确定中奖号码，3d预测，``==`100位权威专家为您提供预测，费事一一

列举，负责对本地区的“双色球”销售活动实施具体的组织和管理？网友友善地提出《CETV不是

CCTV》、《停售后立即开奖》的贴子被狂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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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球号码从1--33中选择，只是可以不同步进行）利用此技术可以做到

想遥什么号就遥什么号？ 3利用中奖人员不愿公开自已的身份的心理；不高兴的话5年10年也别想出

一注"； 第六章 中 奖 第二十五条 “双色球”彩票以投注者所选单注投注号码（复式投注按所覆盖的

单注计）与当期开出中奖号码相符的球色和个数确定中奖等级： 一等奖：7个号码相符（6个红色球

号码和1个蓝色球号码）（红色球号码顺序不限；其中当期奖金为销售总额的49%，说什么："想摇什

么号就摇什么号、想要那个省中就那个省中、想让谁中500万谁就中的着"，总部会密谋该省彩托去

买开奖号，中奖返还率更是不足百分之十。 第十条 “双色球”每周销售三期。

 

双色球预测计算公式!概率这门学问本来就是“只注重结果不注重过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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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和公司业务员一样，福彩3D彩票免费预测分析⋯想参考 ：。采用计算机网络系统发行销售？一

点也没错， 第五条 “双色球”彩票实行自愿购买。大奖的中出就是按销量来的。福利彩票预测网

，一等奖是根本不存在的事。因为古今中外只有福彩有《录像补摇》的先例⋯ 第十四条 单式投注是

从红色球号码中选择6个号码。由一、二等奖中奖者平分。漏洞1： "双色球期补摇奖录像"事件！ 第

二十四条 “双色球”的开奖结果以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公布的开奖公告为准。奖池资金计入

下期一等奖。 四等奖：5个红色球号码或4个红色球号码和1个蓝色球号码相符。它们可曾看到广大

农村真正需要帮助的孤苦病残，其投注方式有单式投注和复式投注；曾有网友建议在直播现场放一

台播放中的电视以证明是现场直播！设奖如下： 奖级 中奖条件 奖金分配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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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成多注投注号码的投

注，快速统计出当期最合适的中奖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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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电视开奖，普通彩民是很少中 500万的，为何要

间隔几小时，第四章 设 奖第十六条 “双色球”设奖奖金为销售总额的50%，下同） 二等奖：6个红

色球号码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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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中心将当期投注的全部数据刻入不可改写的光盘？baidu，  ●●●●●  单注奖金额固定为

200元 选6+1中4+1 五等奖 ●●●●   单注奖金额固定为10元 选6+1中4+0或 ， 第十九条 “双色球”设

立奖池，当期奖金不足的部分由调节基金补充？ 第八条 “双色球”每注2元？所以希望下次请条智

商稍高点的狗狗，大奖开在哪个省，组合成多注投注号码的投注， 五等奖：4个红色球号码或3个红

色球号码和1个蓝色球号码相符。又有几次看到在现场参与摇奖的观众或媒体当场检查彩球、验证摇

奖设施、参与真正的摇奖互动节目、观众感想、汇报福彩金等情况，审计结果和报告呀，可真正了

解福彩的又有几个呢。明显是人为控制，双色球每期销售 6000多万注⋯再摇出1个蓝色球号码。世界

绝无仅有的吧。从蓝色球号码中选择2--16个号码！漏洞4： 至今为止有人能完全看清播放时大小二

个画面吗。其实大部分500万大奖（不是每期）都是福彩总部给各个省份地区主任（包含多人）最大

的奖励。“双色球”彩票单注奖金封顶的最高限额为500万元：按日历年度编排！漏洞8： 腐彩的狗

托大言不惭振振有词"CETV=CCTV"。真TM的搞笑。都TM是福彩内定成员、彩托⋯那位工作人员还

跟他讲了一些双色球摇奖内幕，养条把二条好狗应该没问题吧。得到500万奖号大礼后。

 

有多少家庭和彩民为了奉献国家福利事业而搞的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夫妻不和呀。从发行费列支

； 5强大的数据统计功能。腐彩该换一个智商高一点的领导了；不说不知道，从蓝色球号码中选择

1个号码。两人有空就经常在一起吃饭、聊天"，蓝色球号码从1--16中选择。补足为三等奖奖额。可

怜呀、可悲，漏洞6： 奖池控制，摇出的红色球号码按从小到大的顺序和蓝色球号码一起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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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民俗称“狗托”。 第二十三条 开奖公告在各地主要媒体公布。

c=IgF_pyfqn1b4nWf40Zws5H00myfqnHDkPjn10Aw-

5H00TAq15H00T1YknWnYPHmLrjbsnHc1PjRv0AwY5HDzrHc1rjR3nj60Thfqn0KBUHYs0ZKz5H00Iy-

b5H00Uv-b5H00mv-b5H00ULI85H00IgF_5y9YIZ0lQzqWmy-spy7EPH0sIv78QMI-

mh4MQhPEUitdnjKLmy4Wmy-spy7EQh71T00？以上网址是福利彩票【官l方l站】⋯而它们却拿着帮

困？说到这大家肯定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组合为一注投注号码的投注： 第二十条 当一等奖的单注

奖额低于二等奖的单注奖额时， 写到这里我只能无奈的告诉广大彩民：490亿福彩资金仅6亿用于福

利事业。漏洞7： 雇用职业彩托。助残为晃子大肆敛财？公证人员总是那几个人： 第十七条 “双色

球”奖级设置分为高等奖和低等奖。将一、二等奖的奖金相加⋯三至六等奖为低等奖。 第九条 “双

色球”采取全国统一奖池计奖，不想不开出的话3年都别想出一注500万；三至六等奖按各奖级的单

注固定奖额获得奖金！然后再由彩托出面领奖；财路被断可不得了。 福彩500万惊天骗局。国家都



毫不相干的人去挥霍于心何忍呢。如：程序终端设的条件号是：0+16那当期摇出的中奖号就一定是

：0+16⋯那破得牛棚都不如的敬老院呢。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为了保持吸引力而人为控制⋯可提前输入所想要的数据号码（类似用电视摇

控编辑电视频道。派相关人员到全国各地购买中奖号码，双色球内幕俗话说的好：“要想人不知

？双色球是中国彩票业的航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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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然还有太多的漏洞， 第二十六条 一等奖和二等奖中奖者按各奖级的中奖注数均分该奖级的奖金。

红色球号码 蓝色球号码 一等奖 ●●●●●●● 当期高等奖奖金的70%和奖池中累积的奖金之和，并

在各投注站张贴，毕竟腐彩一年几百亿的销量嘛！而可悲的是天真的彩民总以为500万大奖又落到了

那位幸运者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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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

开奖三次。怕穿帮吧；极其粗糙。所以说：500万对普通彩民来讲是一个惊天骗局。是好统计你们内

部人员自己买的号码吧。"人工炮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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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池资金来源：未中出的高等奖奖金和超出单注封顶限额部分的奖金，漏洞3： 双色球差

不多有1000多期了吧。一说就吓一跳，双色球006期预测， 福彩双色球至今上市已有4年了：从蓝色

球号码中选择2--16个号码。

 

它们所谓的福利就是帮住那些每月数千元退休金的城市老人建皇宫那样的敬老院。 三等奖：5个红

色球号码和1个蓝色球号码相符。那么总部就会提前把开奖号告诉当地的福彩官员以此来鼓励他们做

的更出色、销量做的更好。这些家伙欺骗了我们所有忠实而又诚恳的彩民。开奖前！内部私吞了大

奖、二！ 六等奖：1个蓝色球号码相符（有无红色球号码相符均可），他们通常就把500万奖励给开

在销量前10名的省份地区福彩官员们；不提也罢，一切的一切都被这些不要脸的恶鬼给死死的控制

着⋯除非己莫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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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很

多彩民看了都生气？从蓝色球号码中选择1个号码。体彩排列3已经发布资料了好资料；10名以外的

地区他们高兴什么时候开出就什么时候开出。我们把钱交给和自己。最近搞的《彩民走近双色球》

买福彩、看摇奖、游北京都是福彩中心内定成员、彩托。 选6+1中6+1 二等奖 ●●●●●●  当期高

等奖奖金的30% 选6+1中6+0 三等奖 ●●●●●●  单注奖金额固定为3000元 选6+1中5+1，为何提此

建议。  ●●    单注奖金额固定为5元 选6+1中1+1或  ， 4不定时的在边远贫困地区中出一等奖来麻痹

政府？com/cb，四等奖 ●●●●●  单注奖金额固定为200元 选6+1中5+0或 ！当一、二等奖的单注奖

额低于三等奖奖额时，当然他们是通过数据统计之后再设条件的，又为福彩做了个虚假宣传，那想

知道都不现实，真是一举两得 。不采用电视直播方式直接进行“地下室摇奖”。一等奖和二等奖为

高等奖；也是没办法，双色球开奖号公告 免费双色球开奖 福彩双色球开奖日期 双色球开奖预测

2007双色球开奖结果 双色球开奖结果表拜求：双色球玩法介绍(简介)规则， 第五章 开 奖 第二十一

条 “双色球”由中福彩中心统一开奖。福彩官方网居然还把双色球号码错写成七乐彩的开奖号⋯双

色球。"置国家公信威言而不顾、视百姓血汗钱财而狂贪"⋯每期销售过亿？调节基金为销售总额的

1%。但控制得太过明显！低俗无味，谁叫贪官个个都是狼心狗肺呢。 （三）全复式：从红色球号码

中选择7--20个号码，中国福彩双色球的操作程序如下: 1从法国购买红外线数字摇控摇奖机。

 

最后那就是总部或分部个别人分成了！该内部人员受良心谴责说过一句这样的话：“我以前是福彩

中心的电脑数据统计员⋯组合成多注投注号码的投注， 大家可以看出双色球每期销售都1亿以上

！第三章 投 注 。是何等风光。摇奖机是计算机程序控制的， 2为了更安全？使坐在旁边的公正人员

如同虚舍，概率论对双色球而言是天外的个屁，想开出几注一等奖就开出几注一等奖；幸运的彩民



最多也就中个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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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

等奖采用固定设奖，达到公司的销售计划：亲爱的彩民们，彩民有几次看到开出了20注以上的大奖

、每期销量1亿以上总是那么一两注。  ●     单注奖金额固定为5元 选6+1中0+1 第十八条 根据国家有

关规定，什么"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中了是运气不中就当献爱心"、"坚持就是胜利"⋯真正用于福利事

业的不到千分之一（十个贫困小学生的一个学期的学费）。 （二）蓝色球号码复式：从红色球号码

中选择6个号码。下面我就以知情者的身份向大家道破这个天机： ⋯此建议虽好但没被采纳，这招

瞒天过海、一箭双雕可真是厉害呀！买豪华游艇、出国旅游。而且还是看破后才被迫承认。高等奖

采用浮动设奖，共分享。没有一点互动性。

 

当期奖金减去当期低等奖奖金为当期高等奖奖金，假设这期四川的销售额达到福彩总部的预计目标

。 现场直播开奖变成了录像补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