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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商业社会比较成熟了

 

 

商业运作【空手套白狼】

 

P.M.

 

一、什么是“空手套白狼”？

 

也不知道什么功夫起初“空手套白狼”这个词在讲普通话的商业圈里和商业音讯媒体上成为了使用

频次很高的一个词。而且这个词的用途寻常，含义庞杂，褒贬都有（媒体上以贬义为主，暗里语言

中用贬义的多）。所以在我们会商之前，买彩票的技巧。有必要先把“空手套白狼”这个词的整体

旨趣搞清楚。我手头没有《词海》或是《大百科全书》之类的工具书，也不知道这个词的整体定义

在这些工具书中查获得查不到。假如谁手里有《词海》的话，助理查一下。

 

在“官方”的定义暂缺的状况下，我这里班门弄斧遵照本身的理解给这个词个定义一下。先望文生

义，从字面上说文解字一下它的最原始的旨趣：“空手套白狼”中的“空手”应当是指没有使用任

何先辈的武器，“套”评释了用了绳子这种最好处和最原始的武器或工具，而且也评释用了计谋和

聪敏。“白狼”当然是不多见的狼了，希奇也就珍贵，你知道在西方商业社会比较成熟了。评释

“收获”很大。当然这么大的“收获”或利益，风险也是不小的，终归是在没有武器的状况下抓到

了一只大白狼，假如不是艺高人胆小，推测就被大白狼给吃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词无论

怎样看也应当是一个好词，是一个和“武松景扬岗上空手打死老虎”一样值得颂扬的英豪行为。而

且好象比“武松打虎”显显示了更多的老奸巨滑的一面，应当是常识年代专家推崇的楷模才对啊！

 

这个词用在商业战场上，大体旨趣是说：一小我以很小的付出（或是暗指没有付出）而取得了很大

的报答。这是投资报答最大化的显露，是善事啊？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专家暗里拿这个词当贬义词

用得多。

 

可是当你用“空手套白狼”在GOOGLE上一查，在西方商业社会比较成熟了。你会出现这个词是和

骗子、诈骗等等接洽在一路的。也不知道媒体怎样就把这么一个和武松一样的英豪行为给妖魔化了

。媒体在现实应用中，从这个词里又接续引伸出来其他许多暗含的旨趣，比方，暗指一小我付出的

本钱或代价过少（或根柢没付出任何本钱或代价）而取得的不应当获得的宏壮利益或报答，有走旁

门左道的疑心，对比一下买彩票有技巧吗。也有不平正买卖的疑心，更有欺骗诈骗的疑心，以至就

是犯罪，就差在中国的《刑事诉讼法》里加一条“空手套白狼罪”了。当然这里也模含混糊透露表

现出说话人妒忌的心绪在里面。所以，当今没人敢公然说本身干的事情是“空手套白狼”了，买彩

票的技巧。但专家又都心愿本身也能什么功夫“空手套白狼”干成点小事。所以“空手套白狼”又

成了中国另一件只精明不能说的事情了，中国人真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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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到地有没有“空手套白狼”的事情呢？

 

无论是按媒体妖魔化之后的旨趣还是按“空手套白狼”的本意，“空手套白狼”都是生存的。我们

这里不去讲媒体妖魔化之后的“空手套白狼”，由于那是犯罪。是万万不没关系做的。

 

我们这里讲“以小投入换取高报答”的“空手套白狼”的本意。按这个旨趣，“空手套白狼”是在

追求投资报答的最大化，这是每个商人都在追求的对象。马克思好象也讲过：追求成本最大化是资

本主义坐褥和筹备的独一对象。所以说“空手套白狼”的事情不但有，而且是每个商人追求的对象

，买彩票技巧。是每个商人天天都想干的事情。

 

在东方商业社会较量幼稚了，专家对“空手套白狼”的运作早以很谙习了。没有人会象国际的媒体

那样大惊小怪把一般的商业运作当犯罪来报道了。

 

买彩票有技巧吗
三、如何“空手套白狼”？

 

既然“空手套白狼”是一般的商业运作，那么如何“空手套白狼”？

 

要想知道如何“空手套白狼”，首先先要明确一点，那就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没有人能以

“零投入”换得报答的。学会西方。就算中彩票，也还要去买奖卷呢。要有报答就必然要有投入

，只是投入的若干不同，投入方式的不同（包括有型的或是无型的投入）。这里的关键是“以小搏

大”，以最小的投入取得最大的报答。买彩票有技巧吗。

 

所以，如何“以小搏大”和“空手套白狼”呢？我以为有这么三种相彼此关的方法：听说买彩票有

技巧吗。

 

方法一：叫leverage。这个词在英文里含义很广，加倍是被应用到商业上的功夫，不是中文中“杠杆

”一个解释能概括得了的。所以我们还是用英文较量确实。Leverage是一个用来解释如何“以小搏大

”的最好的词。比方在美国LBO (Leverage Buy Out) 曾经是一个相当幼稚的并购手段。社会。美国大

局限的并购是以LBO方式完成的。但在中国假如你用LBO并购企业，你看买彩票技巧。准被骂作

“空手套白狼”，然后就被骂作是骗子，然后就是你的DEAL堕入僵局，国际一级资本市场开展不起

来这也是情由之一。

 

方法二：叫Other Peopleis Money (OPM)，这个词翻译过去是“别人的钱”。詹天佑福彩3d。但由于

OPM在英文中曾经有了特定的含义，不是中文里“别人的钱”这四个字能概括的。所以这里还是用

英文较量确实。关于什么是OPM和如何运用OPM“空手套白狼”取得商业成功，听说熟了。我自此

会特地写文章先容。这里就不多说了。

 

方法三：运用时间差或空间差打垮“先有鸡先有蛋”的商业死循环，使一个险些不可能的DEAL变成

现实。这也是成功地“空手套白狼”取得商业成功的诀窍。（看到这里专家明白了我为什么在后面

要写，“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题目是商业上的首要题目那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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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容易，在现实中应用更不难。专家看一个例子。

 

四、“空手套白狼”的案例认识

 

我们以牟其中当年倒飞机的案例，给专家认识认识什么是优良的“空手套白狼”。

 

1991年，牟其中昔日苏联以货易货的方式换回了4架图-154飞机。在这个买卖之前，牟其中没有足够

的现金来买这四架飞机。但要做成这个DEAL，买彩票技巧。你知道双彩开奖。怎样办？不是没要领

，看老牟是怎样干的。

 

首先，牟其中想到是要搞一个leverage，以小搏大；第二，那么怎样以小搏大呢？这就是要运用Other

Peopleis Money (OPM)来做这个生意。第三、怎样运用OPM呢？于是在这个买卖中，牟其中成功地

打垮了“先有鸡先有蛋”的商业死循环，让苏联人订交先把飞机开了回来，然后再以飞机抵押存款

拿了钱，买了中国的轻工物资还给了苏联人，买彩票的技巧。于是后头的整个买卖链完成了，生意

成功了。

 

看了这个案例，有人说牟其中是空手倒飞机，是典型的“空手套白狼”，说得对！假如说现金，牟

其中没有投入，是“空手”。但牟其中在这个DEAL中投入了比钱更重要的东西。第一、他投入的是

对商业机缘的操纵——有谁在那时看到这个商业机缘了？别忘了钱在在都是，但好的商业机缘却不

多；第二、他投入的是对巨微风险的担负——那时苏联刚刚瓦解，社会次序庞杂，谁敢和他们作生

意？那时中国国际的飞机市场也不关闭，会比。假如拿回了飞机却不能获得存款、或不能卖掉飞机

、或不能出租飞机怎样办？第三、他投入的是结构别人不敢想的DEAL STRUCTURE的聪敏和手腕。

打垮僵局必要聪敏、讲和技巧和履行手段。这些都是老牟具有的有形资产，

 

他们差点在买彩票的计划　

 

看好2小1大的雹灾组合
是比现金还名贵的价值。从这点上说，牟其中也是投入个他的“身家性命”的。

 

一句话：He got destroyed the chicken-egg stiscoholmhcraigslist ad by leversoftware undoubtedlyearing older

Other Peopleis Money generby visitinging the deis success. So. he deserved the money he mcraigslist ade. （不

知道为什么，有些事情用英文讲很义正词严，但用中文一讲就不对劲了，这又一次证明了了上次说

的“作投行的人都要说英文”）。

 

这个案例是一个典范的卖方信贷融资和抵押债务融资的案例。没有任何错误，对比一下成熟。拿到

哪里都是一个教科书上的典范的商业运作。就由于牟其中厥后犯了事，于是媒体的记者们就把这个

案例拿出来当他的罪行说了。

 

其他案例我不讲了，当作业留给专家了。比方没关系讲讲海南航空的陈峰。也没关系认识认识杨斌

、周正毅等等。买彩票技巧。大凡被人骂作“空手套白狼”，都没关系拿来当案例研究研究。其实

其中有许多可取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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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

 

中国不幼稚的商业环境和没有商业常识的媒体记者把许多一般的商业手段拿来当“空手套白狼”来

定罪。这将紧张影响中国投资的大环境，紧张影响中国经济的开展。但我们又不可能等中国的商业

环境幼稚了之后再做生意啊，所以“空手套白狼”的事还是要干，但不能说。（这篇文章就违背了

“只干不说”的纲目，到此打住，下不为例）。

 

闲侃空手套白狼

 

无论是按媒体妖魔化之后的旨趣还是按“空手套白狼”的本意，“空手套白狼”都是生存的。买彩

票技巧。我们这里不去讲媒体妖魔化之后的“空手套白狼”，由于那是犯罪。是万万不没关系做的

。买彩票有技巧吗。

 

我们这里讲“以小投入换取高报答”的“空手套白狼”的本意。按这个旨趣，“空手套白狼”是在

追求投资报答的最大化，这是每个商人都在追求的对象。马克思好象也讲过：追求成本最大化是资

本主义坐褥和筹备的独一对象。所以说“空手套白狼”的事情不但有，其实买彩票的技巧。而且是

每个商人追求的对象，是每个商人天天都想干的事情。买彩票技巧。

 

在东方商业社会较量幼稚了，专家对“空手套白狼”的运作早以很谙习了。没有人会象国际的媒体

那样大惊小怪把一般的商业运作当犯罪来报道了。

 

如何“空手套白狼”？

 

既然“空手套白狼”是一般的商业运作，那么如何“空手套白狼”？

 

要想知道如何“空手套白狼”，首先先要明确一点，那就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没有人能以

“零投入”换得报答的。看看买彩票技巧。就算中彩票，也还要去买奖卷呢。要有报答就必然要有

投入，只是投入的若干不同，投入方式的不同（包括有型的或是无型的投入）。这里的关键是“以

小搏大”，以最小的投入取得最大的报答。

 

所以，如何“以小搏大”和“空手套白狼”呢？我以为有这么三种相彼此关的方法：

 

买彩票技巧
方法一：叫leverage。这个词在英文里含义很广，加倍是被应用到商业上的功夫，学会买彩票技巧。

不是中文中“杠杆”一个解释能概括得了的。所以我们还是用英文较量确实。Leverage是一个用来解

释如何“以小搏大”的最好的词。比方在美国LBO

 

曾经是一个相当幼稚的并购手段。美国大局限的并购是以LBO方式完成的。但在中国假如你用

LBO并购企业，准被骂作“空手套白狼”，然后就被骂作是骗子，比较。然后就是你的DEAL堕入僵

局，国际一级资本市场开展不起来这也是情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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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二：叫Other

 

(OPM)，这个词翻译过去是“别人的钱”。但由于OPM在英文中曾经有了特定的含义，不是中文里

“别人的钱”这四个字能概括的。所以这里还是用英文较量确实。关于什么是OPM和如何运用

OPM“空手套白狼”取得商业成功，我自此会特地写文章先容。这里就不多说了。

 

方法三：运用时间差或空间差打垮“先有鸡先有蛋”的商业死循环，使一个险些不可能的DEAL变成

现实。这也是成功地“空手套白狼”取得商业成功的诀窍。（看到这里专家明白了我为什么在后面

要写，“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题目是商业上的首要题目那篇文章）。

 

方法容易，看着买彩票技巧。在现实中应用更不难。专家看一个例子。

 

“空手套白狼”的案例认识

 

我们以牟其中当年倒飞机的案例，给专家认识认识什么是优良的“空手套白狼”。

 

1991年，牟其中昔日苏联以货易货的方式换回了4架图-154飞机。在这个买卖之前，牟其中没有足够

的现金来买这四架飞机。但要做成这个DEAL，想知道商业。怎样办？不是没要领，看老牟是怎样干

的。

 

首先，牟其中想到是要搞一个leverage，以小搏大；第二，那么怎样以小搏大呢？这就是要运用Other

 

(OPM)来做这个生意。第三、怎样运用OPM呢？于是在这个买卖中，牟其中成功地打垮了“先有鸡

先有蛋”的商业死循环，让苏联人订交先把飞机开了回来，然后再以飞机抵押存款拿了钱，买了中

国的轻工物资还给了苏联人，于是后头的整个买卖链完成了，生意成功了。

 

 

在西方商业社会比较成熟了

 

,&ldquo;优博时时彩平台&rdquo;隶属于YouBet Media Group，主要是针对华人社区推出的一个地区性

简体中文网站。YouBet Media Group是一家大型娱乐集团，同时也是世界上著名的娱乐场所运营企业

，有超过十年的市场营销经验和成功运作经验。YouBet Media Group通过不停地收购别的网上娱乐公

司，如今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线上博彩公司之一，拥有二十余家网上赌场、四家网上扑克和三个

体育博彩网站。,优博平台详情咨询,专业运营,作为世界上最专业的在线博彩游戏客户端运营企业

，我们有国际级的博彩资讯专家，潜心研究博彩三十余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市场营销专家、

先进的软硬件开发力量共同组成优博在线娱乐全面完善的组织体系。,我们提供的是最全、最及时准

确的专业博彩数据，以及全方位的国际化服务，面向全球的玩家；我们在各国的运营分部聘请当地

的专业人士担任顾问，力求迎合您的习惯和喜好。优博在线娱乐游戏设计均采用世界领先的Java软

件，资深计算机专家为公司设计和提供软硬件设施维护服务，为广大客户提供一流的技术支持，确

保各位会员可以享受到最优质的服务。 优博彩票平台 优博平台 优博时时彩一.平台简介,优博平台致

力于良好的用户购彩体验，先进个国外服务器使网站抗DDOS能力进一步加强,时时彩正规网站。线



下产品包括重庆，江西等时时彩品种，独特的程序界面，增加用户亲和力，操作方便，充值提现实

现10分钟左右实现，获得大众好评连连。2009年用户持续增加，稳定运行。,娱乐功能进一步完善

，元角互换，简介方便，实现全球各地连通网站速度反映极致快捷，丰富的内容，不断完善，喜好

彩票娱乐人士首选。,公司秉承信誉至上，以人为本宗旨；迎合不同玩家的需求，致力打造最稳定.安

全、最具娱乐.趣味、最便捷的代购平台！,平台奖金设置优博时时彩平台高达80%的加奖比例,详细内

容如下:开奖时间:白天10点至22点夜场22点至凌晨2点 开奖频率：白天10分钟一期，夜场5分钟一期每

日期数：白天72期,夜场48期 共120期,1、重庆时时彩：三星直选1800元、组六288元、组三576元、前

后一18元、二星180元 一星18元 不定位胆6.6元 大小单双 7.2元2、江西时时彩：三星直选1800元、组

六288元、组三576元、前后一18元、二星180元 一星18元 不定位胆6.6元 大小单双 7.2元3、黑龙江时

时彩：三星直选1800元、组六288元、组三576元、前后一18元、二星180元 一星18元 不定位胆6.6元

大小单双 7.2元,注册优博平台详情咨询,,赶紧来大赢家,再办个网上银行,坐在家里买彩票,比投注站多

70%的奖金!赶紧行动吧.,时时彩双胆稳赚技巧我们还有免费预测群准确度高达90%，群 认准了群 让

我们一起打造一只真正的不败团对！进群开户后请改群名！,时时彩双胆稳赚技巧有很多还不了解什

么是时时彩，时时彩怎么赚钱的兄弟请加群联系我拿资料，或者百度一下时时彩了解一下！,我们还

有免费预测群准确度高达90%，群 认准了群 让我们一起打造一只真正的不败团对！进群开户后请改

群名！,如果你还在为工作发愁，还在为三餐奔波请马上联系我申请代理，只要你能吃苦不怕累钱就

是你的！如果你想了解怎么赚钱，一天能赚多少请速联系 让你知道什么才是21世纪的网赚！,大赢家

是什么呢，简单的说就是玩时时彩的平台，很多人会问：我玩时时彩为什么要来大赢家呢？我告诉

你吧！把一下文章看完了就知道了,我先来谈论一下大赢家购彩平台。下面先给大家对比一下平台的

奖金设置VS时时彩官方的奖金设置 PK,一星、二星、三星、的奖金对,大赢家 官网,一星 奖金 17 元 一

星 奖金 10 元；,二星 奖金 170 元 二星 奖金 100 元,三星 奖金 1700元 三星 奖金 1000,从此看来，平台的

奖金设定要比官网要多出【 70% 】 ，再加上我给设定的返点，总共要比官方,多【 78% 】。在大赢

家玩，何乐而不为呀！,我换过的时时彩平台算来算去也有将近十个左右。为什么我只钟情这个平台

还算是有点理由的。,?首先，我&quot;个人专家&quot;认为，平台安装了客户端，我总觉得比一些使

用IE的平台要稳定得多了，安全性能更是好很多。特别我还发现了充值和提现来讲速度要快过以前

没安装客户端的时候要快得多。正所谓'时间就是金钱'就在这体现出来了。这个我认为应该是客户端

软件的性能优质的问题吧。我就是这么认为的，可能我对电脑以及软件的理解能力较低，如果有高

手可以进平台来试试看，再来一一指点指点下我吧 !,?第二，我认为而且我一直都是这么用的，提现

和充值我都希望是自动的，我无论到哪里，如果这项功能都没有的话，需要经过代理才能充值提现

的话，我宁愿不玩我也不会去。,原因是什么呢：,1、资金的安全也占其中的一部分，如果哪天代理

不在了（我是说万一某种原因），就别说充值了，那我应该怎么提现呢，难道我甘心我的钱就这样

没了吗？,2.、我在操作上觉得有点麻烦，比如我现在在追一组号码已经5期了，刚好资金问题上差点

了，明摆着可能马上就要赚回我的本钱了，充值上又要经过代理，代理那电脑又卡了一下，唉~~投

注时间到了，又跟不上。,3、提现有时等待时间太长，在这个平台上我发现提现确实是比很多平台

要快得多，可能是他们的客服比较还是服务比较好的原因吧，有时我在不繁忙时候提现时，发现没

到5分钟就到账了，按平台的标准来说应该是在10分钟左右的呀。我这个人有个习惯就是每天晚上

9点多的时候才申请提现，我相信那个时候应该很多人也在提现的时候，因为快要收市了，大,家都

不喜欢把钱留在平台过夜的原因吧（资金安全的问题）。如果那个时候代理能处理得这么快吗？呵

呵，我现在在的这里就是很方便，平台上申请了一会就到账了。,4.提现功能我还发现了，在这里提

现最低【 10元 】，每天有【 3次】提现的计会，可是我走过很多平台，发现别人的平台提现的限度

和次数有点不一样，有的是最低50元，而且提现次数只能在2次以内，难道这是因为我走的平台较少

的原因吗？,?第三，我在大赢家认为我最喜欢的一个功能就是，可以随意切换元模式和角模式，喜欢



玩角的时候就进角平台模式，有钱了我就进元模式，很方便。玩彩票有时我觉得不能说是运气的问

题，运气再好可技术不行还是亏，我相信天天买彩票不可能天天能赢钱，有时候我输了时候，没钱

玩了，但是又很无聊没地方去，也没心情去，所以只能进个角模式去玩玩，就这么过一天算了,排列

3组选技巧。就算亏也不会亏到哪去。,?第四，唉~~写这么多，我也是有点累了，因为我对写文章真

的一点也不感兴趣，写了一会就感觉有点晕晕的了。那现在就来简单的说说接下来的这个好处，在

这里能给大家的就是【返点】，我相信而且我也觉得，确实有很多人不知道什么叫做【返点】，也

没有得到过【返点】，因为我以前也是这样的，开始玩的时候就没有得到过【返点】，而且很多人

说要给我返点让我来玩，当时我还说坚决回答不要，谁知道有次在一个平台上因为客服态度不好

，所以我换平台了，来到了这这个发现有了返点，还真知道好处虽然不大，但却是比没有的要强得

多。,举例说一下吧：,比如我买后一，而奖金是【 17 】,投资 中奖 奖金 利润 返点 余额 没有返点,10

中 17 7 0.8 17.8 17,10 否 0 0 0.8 0.8 0,能看得懂吗?如果你没有返点【 8% 】的话,那你不中奖的时候连【

0.8 】都没有,你算算你一天要投注多少次，和多少金额，总的来算点的话,应该也不少。,在这我先大

声的跟大家说:只要在我这里注册的,不管你要不要返点,我都会默认给你加到【 8% 】的返点,因为这

是你应得的,我应该给你的，我不喜欢坑人.,我之前在的那些平台,也不知道给别人坑了多少，我现在

就是不想让你们给别人坑，不知道点的人家肯定不会给我返点,就算问人家拿,人家也只会说3个 4个

5个 最多的6个，要不要？以后玩得多来我再给你加。就是这样的回答，但是在我这就直接一部到位

给你加。,?第五，我认为大赢家的客服还算是比较好，也这平台也曾出现过些小问题，每次以联系客

服，很快就处理完毕，还真效率高呢。想想以前在一个叫X9XX的平台，今天就不说全名了，我是自

己注册进去的，充了几十块一不小心赚了百来块，账户就有100多不到200，我那时就想先提现100吧

，剩下的留着玩玩，谁知道我在申请提现的时候发现忘记了支付密码，当时我就联系了客服，结果

一句话令我很【伤心】，他是这么说的，原文&quot;重新注册吧&quot;。说完就把客服窗口关闭了。

后来我一气之下就换了平台来了这里，放心吧，那钱也没给他们白赚，我想了两天才把支付密码想

出来，呵呵，后来还是把钱提出来了。,相关的主题文章：,玩彩票分为三个步骤，分别是选号、组号

、购买。在长期的购彩三步曲中，彩民逐渐认识到，猜号需经验、组号有技巧、买号有学问。一般

彩民重视的是猜号的技术，而往往忽略组号的技巧，于是经常发现选出的10多个号码里含有6个中奖

的红球，但却没有组到一注当中去，所以轻视组号技巧往往与大奖擦肩而过。,确定投注方案与掌控

购彩节奏，同样是买彩票的重要环节。玩彩票要投入一定的资金，如果掌握不好投资的节奏也会将

预计内的购彩资金挥霍一空，所以要掌握好投彩的节奏。玩3D的彩民已经深深地体会到了这一点。

对于玩双色球的彩民来说，同样也存在着掌握好投彩节奏的问题，这个节奏讲得通俗一点就是什么

时候多花钱，什么时候少花钱，甚至不花钱。,一般来说，在蓝球有把握的时候要多花钱，可以这样

讲，白天不管投入多少资金，到了晚上全部回来，并且带着一定的利润全都回到了库里。红球出现

重大偏态时，可以多花钱，因为这种偏态奖号总会纠正的，在它没有消失之前要认真地跟随这种偏

态。以下几种情况要少花钱。一是蓝球说不准的情况，蓝球的选择数量在4个以上时一般要少买彩票

；二是如果上一期中了4+1个号码以上，下一期一般就不宜多购买彩票。按照概率面前人人平等的说

法，如果上一期中了4+1个以上的中奖号码，那么下一期就应该变换选号方式，如果上一期取得好成

绩是独立完成的，那么下一期就应该找彩民朋友互相交流，采取群策群力的投注方案，这样避开个

人的思维惯性，节约投注资金。,总之独立思维和与人交流两种选号的方式要交替进行，这样既能博

采众家之长，又能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让自己的&ldquo;跟踪系统&rdquo;得到最大限度地发挥

。,寒冬腊月，彩民村充值返投注金活动第二波火热来袭，即充即得，最多可获高达15％的投注金。

,另彩民村、银泰网上商城强强联手，购彩达到一定金额即可获得银泰网购物不同额度满减机会

（80元／200元／320元）,&ldquo;优博时时彩平台&rdquo;隶属于YouBet Media Group，主要是针对华

人社区推出的一个地区性简体中文网站。YouBet Media Group是一家大型娱乐集团，同时也是世界上



著名的娱乐场所运营企业，有超过十年的市场营销经验和成功运作经验。YouBet Media Group通过不

停地收购别的网上娱乐公司，如今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线上博彩公司之一，拥有二十余家网上赌

场、四家网上扑克和三个体育博彩网站。,优博平台详情咨询,专业运营,作为世界上最专业的在线博

彩游戏客户端运营企业，我们有国际级的博彩资讯专家，潜心研究博彩三十余年，积累了丰富的经

验，和市场营销专家、先进的软硬件开发力量共同组成优博在线娱乐全面完善的组织体系。,我们提

供的是最全、最及时准确的专业博彩数据，以及全方位的国际化服务，面向全球的玩家；我们在各

国的运营分部聘请当地的专业人士担任顾问，力求迎合您的习惯和喜好。优博在线娱乐游戏设计均

采用世界领先的Java软件，资深计算机专家为公司设计和提供软硬件设施维护服务，为广大客户提

供一流的技术支持，确保各位会员可以享受到最优质的服务。 优博彩票平台 优博平台 优博时时彩

一.平台简介,优博平台致力于良好的用户购彩体验，先进个国外服务器使网站抗DDOS能力进一步加

强。线下产品包括重庆，江西等时时彩品种，独特的程序界面，增加用户亲和力，操作方便，充值

提现实现10分钟左右实现，获得大众好评连连。2009年用户持续增加，稳定运行。,娱乐功能进一步

完善，元角互换，简介方便，实现全球各地连通网站速度反映极致快捷，丰富的内容，不断完善

，喜好彩票娱乐人士首选。,公司秉承信誉至上，以人为本宗旨；迎合不同玩家的需求，致力打造最

稳定.安全、最具娱乐.趣味、最便捷的代购平台！,平台奖金设置优博时时彩平台高达80%的加奖比例

,详细内容如下:开奖时间:白天10点至22点夜场22点至凌晨2点 开奖频率：白天10分钟一期，夜场5分钟

一期每日期数：白天72期,夜场48期 共120期,1、重庆时时彩：三星直选1800元、组六288元、组三

576元、前后一18元、二星180元 一星18元 不定位胆6.6元 大小单双 7.2元2、江西时时彩：三星直选

1800元、组六288元、组三576元、前后一18元、二星180元 一星18元 不定位胆6.6元 大小单双 7.2元3、

黑龙江时时彩：三星直选1800元、组六288元、组三576元、前后一18元、二星180元 一星18元 不定位

胆6.6元 大小单双 7.2元,注册优博平台详情咨询,,赶紧来大赢家,再办个网上银行,坐在家里买彩票,比投

注站多70%的奖金!赶紧行动吧.,时时彩双胆稳赚技巧我们还有免费预测群准确度高达90%，群 认准了

群 让我们一起打造一只真正的不败团对！进群开户后请改群名！,时时彩双胆稳赚技巧有很多还不了

解什么是时时彩，时时彩怎么赚钱的兄弟请加群联系我拿资料，或者百度一下时时彩了解一下！,我

们还有免费预测群准确度高达90%，群 认准了群 让我们一起打造一只真正的不败团对！进群开户后

请改群名！,如果你还在为工作发愁，还在为三餐奔波请马上联系我申请代理，只要你能吃苦不怕累

钱就是你的！如果你想了解怎么赚钱，一天能赚多少请速联系 让你知道什么才是21世纪的网赚！,大

赢家是什么呢，简单的说就是玩时时彩的平台，很多人会问：我玩时时彩为什么要来大赢家呢？我

告诉你吧！把一下文章看完了就知道了,我先来谈论一下大赢家购彩平台。下面先给大家对比一下平

台的奖金设置VS时时彩官方的奖金设置 PK,一星、二星、三星、的奖金对,大赢家 官网,一星 奖金 17

元 一星 奖金 10 元；,二星 奖金 170 元 二星 奖金 100 元,三星 奖金 1700元 三星 奖金 1000,从此看来，平

台的奖金设定要比官网要多出【 70% 】 ，再加上我给设定的返点，总共要比官方,多【 78% 】。在

大赢家玩，何乐而不为呀！,我换过的时时彩平台算来算去也有将近十个左右。为什么我只钟情这个

平台还算是有点理由的。,?首先，我&quot;个人专家&quot;认为，平台安装了客户端，我总觉得比一

些使用IE的平台要稳定得多了，安全性能更是好很多。特别我还发现了充值和提现来讲速度要快过

以前没安装客户端的时候要快得多。正所谓'时间就是金钱'就在这体现出来了。这个我认为应该是客

户端软件的性能优质的问题吧。我就是这么认为的，可能我对电脑以及软件的理解能力较低，如果

有高手可以进平台来试试看，再来一一指点指点下我吧 !,?第二，我认为而且我一直都是这么用的

，提现和充值我都希望是自动的，我无论到哪里，如果这项功能都没有的话，需要经过代理才能充

值提现的话，我宁愿不玩我也不会去。,原因是什么呢：,1、资金的安全也占其中的一部分，如果哪

天代理不在了（我是说万一某种原因），就别说充值了，那我应该怎么提现呢，难道我甘心我的钱

就这样没了吗？,2.、我在操作上觉得有点麻烦，比如我现在在追一组号码已经5期了，刚好资金问题



上差点了，明摆着可能马上就要赚回我的本钱了，充值上又要经过代理，代理那电脑又卡了一下

，唉~~投注时间到了，又跟不上。,3、提现有时等待时间太长，在这个平台上我发现提现确实是比

很多平台要快得多，可能是他们的客服比较还是服务比较好的原因吧，有时我在不繁忙时候提现时

，发现没到5分钟就到账了，按平台的标准来说应该是在10分钟左右的呀。我这个人有个习惯就是每

天晚上9点多的时候才申请提现，我相信那个时候应该很多人也在提现的时候，因为快要收市了，大

,家都不喜欢把钱留在平台过夜的原因吧（资金安全的问题）。如果那个时候代理能处理得这么快吗

？呵呵，我现在在的这里就是很方便，平台上申请了一会就到账了。,4.提现功能我还发现了，在这

里提现最低【 10元 】，每天有【 3次】提现的计会，可是我走过很多平台，发现别人的平台提现的

限度和次数有点不一样，有的是最低50元，而且提现次数只能在2次以内，难道这是因为我走的平台

较少的原因吗？,?第三，我在大赢家认为我最喜欢的一个功能就是，可以随意切换元模式和角模式

，喜欢玩角的时候就进角平台模式，有钱了我就进元模式，很方便。玩彩票有时我觉得不能说是运

气的问题，运气再好可技术不行还是亏，我相信天天买彩票不可能天天能赢钱，有时候我输了时候

，没钱玩了,排5走势图带连线，但是又很无聊没地方去，也没心情去，所以只能进个角模式去玩玩

，就这么过一天算了。就算亏也不会亏到哪去。,?第四，唉~~写这么多，我也是有点累了，因为我

对写文章真的一点也不感兴趣，写了一会就感觉有点晕晕的了。那现在就来简单的说说接下来的这

个好处，在这里能给大家的就是【返点】，我相信而且我也觉得，确实有很多人不知道什么叫做【

返点】，也没有得到过【返点】，因为我以前也是这样的，开始玩的时候就没有得到过【返点】

，而且很多人说要给我返点让我来玩，当时我还说坚决回答不要，谁知道有次在一个平台上因为客

服态度不好，所以我换平台了，来到了这这个发现有了返点，还真知道好处虽然不大，但却是比没

有的要强得多。,举例说一下吧：,比如我买后一，而奖金是【 17 】,投资 中奖 奖金 利润 返点 余额 没

有返点,10 中 17 7 0.8 17.8 17,10 否 0 0 0.8 0.8 0,能看得懂吗?如果你没有返点【 8% 】的话,那你不中奖的

时候连【 0.8 】都没有,你算算你一天要投注多少次，和多少金额，总的来算点的话,应该也不少。,在

这我先大声的跟大家说:只要在我这里注册的,不管你要不要返点,我都会默认给你加到【 8% 】的返点

,因为这是你应得的,我应该给你的，我不喜欢坑人.,我之前在的那些平台,也不知道给别人坑了多少

，我现在就是不想让你们给别人坑，不知道点的人家肯定不会给我返点,就算问人家拿,人家也只会说

3个 4个 5个 最多的6个，要不要？以后玩得多来我再给你加。就是这样的回答，但是在我这就直接一

部到位给你加。,?第五，我认为大赢家的客服还算是比较好，也这平台也曾出现过些小问题,福彩

3d的玩法，每次以联系客服，很快就处理完毕，还真效率高呢。想想以前在一个叫X9XX的平台，今

天就不说全名了，我是自己注册进去的，充了几十块一不小心赚了百来块，账户就有100多不到

200，我那时就想先提现100吧，剩下的留着玩玩，谁知道我在申请提现的时候发现忘记了支付密码

，当时我就联系了客服，结果一句话令我很【伤心】，他是这么说的，原文&quot;重新注册吧

&quot;。说完就把客服窗口关闭了。后来我一气之下就换了平台来了这里，放心吧，那钱也没给他

们白赚，我想了两天才把支付密码想出来，呵呵，后来还是把钱提出来了。,相关的主题文章：买彩

票3d试机号 靠运气也要讲技巧,东方网8月9日消息：IPO重启后，福彩新股发行速度加快。8月4日

，光大证券发行..2亿股，8月10日和12日更出现一天两家公司发行的安排。另外，重庆力帆、深圳燃

气也发布了拟IPO的意向。创业板IPO申购受理首日就达到108家。说新股发行进入&ldquo;台风天

&rdquo;，一点也不为过。但打新股毕竟不是买彩票，其中还是有着不少的技巧。对于普通百姓来说

，赚钱也不能仅仅靠运气。,新股&ldquo;撞车&rdquo;考验技巧,随着新股发行进入&ldquo;蜜月期

&rdquo;，对于许多普通投资者来说，&ldquo;摇啊摇&rdquo;的日子又来了，但随之而来的&ldquo;撞

车&rdquo;将是不可避免的。福彩3d试机号抛开将于8月10日同时发行的新世纪和光迅科技、8月12日

同时发行的天润曲轴和博深工具不说，仅仅是在过去的一周中，久其软件和光大证券，究竟申购哪

个，就让许多普通股民犯难。,7月31日网上申购的久其软件，未申购成功的资金将在8月5日解冻。而



光大证券8月4日网上申购。对于许多普通股民来说，申购了久其软件，就等于放弃申购光大证券。

新股申购撞车，这可是本轮IPO重启以来头一回，投资者该打久其软件，还是打光大证券？一个值

得注意的细节是，久其软件网上申购上限仅为5000股，意味着投资者只要用13.5万元就可以顶格申购

。这样的话，机构的资金优势将不复存在。而用这点钱去申购光大证券也未必能中得一手。而且从

上市之后的情况来看，在中小板上市的久其软件，其首日涨幅肯定将大大超过光大证券。对于福彩

3d试机号资金量较大的投资者来说，大可以在顶格申购久其软件之后，将剩余资金投向中签率更高

的光大证券。,首日走势不能&ldquo;想当然&rdquo;,7月29日，今年全球最大的

IPO&mdash;&mdash;&mdash;中国建筑在上海证交所挂牌上市。中国建筑开盘报6.7元，较发行价

4.18元上涨超过90%，收盘价..53元，全天涨幅56.22%。成为继家润多之后，IPO重启后第二只上市首

日跌破开盘价的新股。早盘买入者已全部被套，被套追涨资金约200亿。值得注意的是，许多中小投

资者并没有在早盘7元以上的时候抛出股票，而是在下午股价出现回落的时候，纷纷抛出。究其原因

，还是想当然地认为，其首日上市的走势将与7月27日上市的四川成渝相同。中国建筑首日走势，无

疑给广大普通股民上了一课，股票投资不能想当然，首先应该考虑的还是投资价值。,7月27日

，IPO重启之后，福彩3d试机号沪市首只新股四川成渝在上市首日遭遇爆炒，特别是在午后更是出

现让许多普通股民目瞪口呆的走势，盘中两度临时停牌，收盘时较发行价暴涨两倍。这也使得股民

对于中国建筑有了更大的憧憬，特别是看到前市走势与四川成渝似有&ldquo;异曲同工之妙

&rdquo;之后，许多人更是期望后市能够有惊人的表现，以期赚得盆满钵满，但最终的走势，却让许

多人仅仅是乘了一次&ldquo;电梯&rdquo;。其实，四川成渝的中签率只有0.26%，中国建筑的中签率

超过了其10倍，这也是值得股民应该考虑的因素。一只股票走势不会简单复制另外一只股票，这也

决定了股民在投资时不能想当然。对于普通股民来说，如果有幸中得新股，还是多看看机构的定价

，虽然新股爆炒的现象层出不穷，但有些钱并不是你能赚到的，只要是在合理价格中抛掉的，赚到

了应该赚到的钱，也应该心满意足了。,赢家秘诀：贵在坚持,IPO重启后的首单桂林三金网上中签率

仅为0.17%，这让市场人士和投资者都大跌眼镜。&ldquo;单个账户申购上限不超过发行股数的千分

之一&rdquo;的规定，不仅对于机构有影响，就连普通百姓也有不小的影响。理论上需要580万元才

能中得一签，但对于单个普通投资者来说，即使有这点钱也只能&ldquo;望洋兴叹&rdquo;，因为根

据证监会的相关规定，此次桂林三金单一账户网上申购上限为59.4万元。在桂林三金之后，许多普

通投资者对于申购新股产生了一定的犹豫，这也使得在中国建筑的申购中，许多普通投资者并没有

&ldquo;倾尽全力&rdquo;，仅仅是&ldquo;友情参与&rdquo;，也出现了只要大约15万元就铁定能中得

1000股中国建筑新股的情况。,中签率高并不意味收益率低。据测算，福彩3d试机号中国建筑申购资

金年化收益高达138.67%，远超此前发行大盘股的平均水平。这一收益率水平同时也高出此前同在沪

市发行的四川成渝0.31%的单次申购收益率和2..50%的年化收益率。另外，去年沪市发行的包括中国

南车、中国铁建在内的5只大盘股的单次平均申购收益率为0.18%，年化收益率为16.34%，显而易见

，中国建筑的申购收益率几乎接近去年平均水平的10倍之多。这个现象也应该引起普通投资者的注

意，只要贵在坚持，在新股申购中就有可能获得丰厚的回报。,,买彩票的技巧（转）看彩票走势图寻

找选号秘诀选号前，如何科学地看走势图，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关键环节，怎样才能看好彩票走势

图，按笔者&ldquo;三分法&rdquo;的实践经验，为彩民朋友提供以下几种的走势图看法：一、纵看

重复号。看前一期中奖的正选号和特别号，先排除已连续出现2期以上的重复号，通常情况下，某个

号码重复2至3期之后，就不重复了，最多重要的情况一般都不超过5期。再看近几期隔一连三出现的

号码，为近期的热门号，重复的机会少，既可以排除也可以保留。这样，余下可选的复号也就不多

了，便能做到心中有数。同时，又应当注意本期要选几个复号，根据笔者实践经验表明，当期复号

的选择个数不少于2个，也不多于4个（因为上下期中奖5个复号的情况，几乎为零）。二、斜看跳跃

式。有换边跳跃式，比如前期出现27号，本期出现26号，下期就可能出现25号。有隔一间二跳跃式



，如前期出27号，本期出现25号，下期就可能出现23号（即隔一跳跃式）；如前期出现27号，本期

出现24号，下期就可能出现21号（即间二跳跃式）。还有区间跳跃式，如前期出现30号，本期出现

20号，下期就可能出现10号；又如前期出现01号，本期出现11号，往下两期将会分别出现21和31的号

码。三、横看区间比。目前，我国发行的电脑体育、福利彩票为29、30、31⋯⋯37等选7型几种乐透

型，采用区间&ldquo;三分法&rdquo;可分为前区、中区、后区（或一区、二区、三区），有的通过

&ldquo;三分法&rdquo;之后不能整零，或少或多了1个号码，那就在后区加减1个号码。看好各区的比

例，根据走势，预测下期区间比例或偏向态势而进行配比。除了以上斜看、横看、纵看，还得看前

几期的高低位、大小号、奇偶数配比和连号搭配以及左右紧靠号码等情况加以考虑。这样，你的中

奖率就会比别人要高得多。买彩选号12项注意1.选号不必刻意苛求：彩票开奖号码的&ldquo;趋势

&rdquo;对任何人来说都不可能是明晰的，你非神仙，又怎可能获得十分明了的选号感觉。感性一点

、马虎一点吧，从大气而模糊中不经意地闯出一些&quot;灵感&quot;来，如大胆选择断档，选择多数

字连号，单选大数或小数、全奇或全偶等。2.选号理念不可太正统：与其开奖之后眼见号码出乎意

料而大叹&quot;奇怪&quot;，不如投注时自己&quot;怪招&quot;先行。出怪招，选怪号，很多人会这

么说却未必这么做，选到最后还是搞起了平衡主义，不敢痛下决心抛弃&quot;最合理&quot;的号码组

合。要想怪招取胜，每次选号时请这样告诫自己：坚决不选&quot;那个应该会弹出的号码&quot;。

3.重视过去未中奖的彩票：那些在当时连一个号码也没有中的彩票不是废纸而是财宝。既然自己当

时买的彩票一个号码也没有中，表明所选号码与开奖趋势相差太远，在一段时间内难以有所作为。

但如果当它能与最近一期开奖号码吻合2个以上时，请&quot;捡&quot;起它，机会来了。4.检验两种

误差：一是检验期与期之间开奖号码之间的误差，如号码大小的误差（也有人称之为偏态）、奇偶

的误差、区间的误差等，这些误差显示号码弹出的大致轨迹。二是将自己过去一段时间以来未中奖

的彩票号码列出来，逐一与当时各期开奖号码核对，看看当时所选号码与开奖号码存在哪些误差

，误差有多大，如检查区间、尾数、奇偶数、大小数等是否选对。5.重用不被你看好的号码：再大

的投注也不可能全包所有号码，所以，无论如何都会有号码必须放弃。哪些号码该放弃，哪些号码

该留用，两难选择之时一定要&quot;举贤避亲&quot;，即与其放弃不被看好的号码，不如放弃最被自

己看好的号码。6.反常思维对待开奖趋势：对于上一期开奖号码的冷热、大小、奇偶等趋势，要么

完全跟进，要么完全逆反，最不可取的是跟一部分趋势又不跟一部分趋势。打破选号平衡的常规思

维，上期全是大热号码，要么大热倒灶，要么大热续热；上期大号（如30以上的号码）弹出了4个

，要么继续跟进大号，要么放弃大号；上期的奇偶比是6∶1，下期或继续保持这个比例，或完全颠

倒这个比例。7.确定尾数出现的个数：36选7开奖号码一般会弹出5~7个尾数，但也有可能只弹出

3~4个尾数。通常情况下，3~4个尾数一般可包含4~6个开奖号码。那么何不只选择3~4个尾数，使所

选号码不超出这几个尾数范围。8.对重复号果断取舍：取的原则是，既然每期开奖号码都有那么

1~3个是上一期出现过的，那么就将上期的7个号码至少取用6个重新组合投注。舍的原则是，既然每

期开奖号码只有那么1~3个是上一期出现过的，那么就将上期的7个号码全部弃用，另选其它号码重

新组合投注。9.把握几种特别趋势：36选7开奖号码有三种特别的趋势值得把握，一是号码集中分布

在某两个区间；二是号码集中分布在大于或小于18的大数或小数范围内；三是号码集中分布在三个

尾数范围内。任选一种趋势都不超过18选7，且三种趋势全年一般都会出现好几期，稍加把握即为

500万。在区间处理上，不管你采取什么方法划分区间，总会有那么几期号码仅仅分布在2个区间内

，分布在3个区间内的情形更是随处可见，你可将选号确定在3个区间内，大胆的话就仅选2个区间。

10.坚持&quot;守株待兔&quot;：&quot;守&quot;有&quot;死守&quot;与&quot;活守&quot;之分。

&quot;死守&quot;守的是几注固定的号码，&quot;活守&quot;守的是某种实用的选号方法。如果你并

不刻意追求500万大奖，坚守的号码可以&quot;怪一点&quot;，但一定要吻合彩票的特性。全选奇数

或偶数就是一个不错的方法。11.关注2期未出的号码：很明显，开奖号码中最多的是此前2~3期未弹



出的号码，那么我们就可以单单挑选遗漏期数为2~3期的所有号码，即此前第3期和第4期开奖弹出的

号码。这些号码一般每期都有10~12个（最多14个，一般会有几个是重复的），它们每隔几期就会大

面积地&quot;神经发作&quot;，全选这些号码中奖机会大。12.重视偶然产生的号码：偶然情况可遇

不可求，一旦遇到，不可放弃，如不拒绝销售人员因故打错了的号码，可接受他人钱不够却已打印

出来的号码等。生活中各种各样的大小失误无处不在，买彩玩彩同样如此---无心之误本就是一种偶

然，一种随机，它是另一种形式的&quot;摇奖&quot;，专奖坦然面对和接受它的人。我主要是功

3D,但未了让大家都可以中奖,所以特发!希望大家喜欢!!本文旨在抛砖引玉，准备砸砖的也可进来交流

一下。希望朋友们早日中奖样破译彩票媒体预测数据的秘密面对众多媒体预测数据，常常不知如何

下手，看他们以往的预测成绩，&ldquo;心痒难耐&rdquo;，那么我们如何破译他们的秘密呢。谈谈

我的心得，请朋友们指教。一：选定五家媒体数据长期跟踪。二：将数据列表。媒体没推荐的号为

杀号，杀号列表。三：分析杀号，按杀号次数从5 4 3 2 1 0，依次列表。四：杀号5 4次的号列为暂杀

区，3次的列为待杀号，2 1 0次的列为待选,号。五：这样下来，待选号有10-12码左右。看看这10-

12码可能的中奖号分布情况。1：5家媒体都包含实际中奖号，那么待选号中绝对有中奖号。2：4家

媒体都包含实际中奖号，那么待选号中绝对有中奖号。3：3家媒体都包含实际中奖号。那么待选号

中绝对有中奖号4：2家媒体都包含实际中奖号，那么待杀号中有1-2个中奖号。待选号含4-5码。实际

情况：媒体数据大多数包含中奖号4-5码。所以这种方法得出的待选码大都含中奖号4-6码。运用心

得：媒体预测数据是创作者集体精心选号，准备出名后收会员收费,的，他们的选号方法各有千秋

，有理由相信他们的杀号。媒体数不要太多，5-6,家即可，太多，号就不准了，最好各媒体数据含

15码的为佳。也许有朋友要问，既然媒体数据大都含中奖号4-5码，为什么不直接照般。之所以用此

法是希望综合多家意见，让中奖号在繁多的数字中给&ldquo;萃取&rdquo;出来。这样更准确一点。

实际效果如何，请朋友们自行验证。也可用此法选出绝杀号，然后长期跟踪一家媒体的15码，杀号

后剩下号码加自己的心水胆号为投注号效果也佳。若想博冷，不妨反向用之。选号难，难于上青天

&rdquo;这是广大彩民最为头痛的问题。下面我根据自己对彩票的理解及经验谈谈自己的粗浅认识

，挂一漏万，请大家渐谅！一起研究，盼有识之士多多指导！！！一、以&ldquo;我&rdquo;为中心

，努力提高选号准确率这里说的&ldquo;我&rdquo;，就是你自己，每次看似无序的开奖，其实还是

有规律可寻的。大家看看以往的历史记录。每期不正是当期最少的组合吗？各种彩票皆是如此，以

双色球为例：每期的一等奖就是当期千百万组合里的的最少组合，区区几注而已。怎么能做到每次

选号码是最少组合呢？首先在你的头脑里始终坚定自己的&ldquo;自信&rdquo;理念，在心理把自己

你选中的号码看成是就是最少的组合。要自信自己，思路和意识的确立在选号码中是重中之重，也

是要必须坚定的。纵观近几期的双色球开奖号码，不难看出这几期的奖号码。看似怪，重号居多这

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不然就会出现成百上千的大奖了，呵呵，那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一次选准不

难。偶然在任何人身上都会发生。大家既然是彩迷，把每次都要做的准确，就不是的一句&ldquo;偶

然&rdquo;所能达到的境界了，彩票需要大智慧，这种智慧是来自方方面面的知识和修养以及悟性等

等。我在这里并不是哗众取宠，只是想说和让大家把选号码的着眼点放在号码之外的理解和分析上

。如：广大彩民的心态、奖金地区的分配、节假日的处销等等诸多因素上。（例：河北省福利彩票

20选5在今年五一前处销居然开出了历史最高单注奖金28万元，大奖必奇号。）要坚定自己的信念

，始终坚持自己的选是最少的组合，按这样的思路做下去，一定会有好成绩。我写诗词也好、做具

体号码归纳也好。秘密所在是首先做好上述的基础分析。坚定自己的思路。有了基础何愁不准呢

？实践证明我自己的方法准确率还是可以的，以自己为中心。大家不妨一试自己模拟开奖研究，我

想会对大家在理解上有更大帮助。做到了成功近在咫尺。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做好&ldquo;胆

&rdquo;号码分析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组合是由每个具体号码组成的。有些朋友选号码喜欢笼统的、

眉毛胡子一把抓的做组合，这种方法是不可取的。要从每个号码的具体分析做起，步步为营。有经



验的朋友我想分析出一至两个号码应该不是什么难事情。这也是保证赔钱率降低的有效办法，大奖

不中中小奖也会保本，在实践中本人做过全国各地的彩票分析，在每次的开奖中。总会有2-3个号码

是按常规出号码。也就是说&ldquo;热号&rdquo;总会在每期出现，做好了胆号码分析。和确定首先

保本钱的投资，如果在结合其它的技术组合手段效果会更理想。如：胆托玩法等等。胆号码是如何

确定呢，下面我把自己的经验谈谈与大家一起交流。首先要对你喜欢玩的彩票品种在总体上有个全

局观念，不要就一期选下期，每期的号码你试试总会能在上期或者前数期之内找到相互对应和关联

的号码，这就是说把规律找出来。在决定取舍时要有大将风度。坚定取舍。我不赞成复式包号码和

孤注一掷的方法。(我亲眼见过一个彩民花4万元买双色球，结果怎么样呢。中了区区15元而已。这

15元还是打的错票。)因为那样会伤财，如果不中自信心会大打折扣。给下次选号码带来不利的心理

影响和打击，大家都知道人们在心情没负担的情况下，判断和思路才会准确。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

为别人选号准，为自己选号码反到失误多的原因了。心态的平静、科学的判断、理智的投资是博彩

三要素。蓦回首时离天三尺三！！！三、战术、战略相结合，琐定出球区域知己知彼，百战不怠。

琐定了战略区域，在全力的准备你的战术。一场战役首先要判断出战场在那里。如果连战场都不知

道。那只是会浪费弹药，无畏牺牲。如何确定区域呢？首先要做到走势判断，看以往的走势图不难

看出是呈现象海浪一样的起伏形状的。各种彩票皆如此。近期双色球分析中区曾强势出球，把重点

放在那里，不言自明了吧。难亦难，简亦简。悟在其中，这里的&ldquo;悟&rdquo;其基础源于，日

常的积累。某期双色球一个朋友选对了6红，后来在分析是，把一个大明号10杀掉了，开奖偏偏就出

了10，结果中了10几注5+1。悔吗？当然悔。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自信。心理上要坚定自己。把别人

的做为参考。不要人云亦云的失去了自我。人云亦云大家同买一样的组合。大奖何在？四、冷、热

、温合理搭配，出奇制胜丹青难写是精神，万类归一，百川归海。彩魂皆在此，所有的大奖组合

，都是冷热结合，否则是&ldquo;差之毫离，失之千里&rdquo;双色球六红加一是五百万，差一红呢

。仅仅几千元而已，大家不知道注意到没有。最难判断的既不是热号码也不是冷号码。而是温和的

号码。也就是说温和号码最难判断。因为每次大家都会把目光集中在冷、热号上。忽视的就是温和

的号码。大家都有过这样的感觉。每次号码出来后。你总会觉得曾经选过的号码在身边溜之大吉

，自己偏偏没有选。留下了无尽的悔恨。五、胆托新说、取胜新捷径胆托玩法在博彩中并不是什么

新鲜东西，一般的彩民都知道这种方法。在这里我想说的是，胆托方法还是有其优势的。选3会中

4选5会中6。当我们把上述的方法熟于心的时候，采用胆托玩法不失为一个取大奖的捷径，本人在河

北省福利彩票20选5中经常采用此方法，战绩不可畏不辉煌。采用次法选5玩法你只要中胆3个就会赚

，中4胆就会中一等奖完全不必要在选那第5个最难选的温和号码。即便你中2胆也会中一半的投资

，不会一分钱没有。我每天玩20选5每天都会中，不会一分没有的全军覆没的。40双色球我采用此法

中26注4红一注5+1的快乐星期天。这种方法的优势在于，选5的选4球就OK，双色球选中5胆必中6红

。你总会比开奖号码少选一球，稳保中第6红。5种简易选号法神秘莫测的数字，叫人目眩神迷！中

奖有技巧吗？本人总结出以下几种简单易行的选号方法，希望能给彩民朋友一些启示。1、反复放弃

法在众多备选号中选定一注号码后，便全部放弃，再重新在剩余的号码中选定一注，然后再放弃

，再从剩下的号码中重选，如此连续放弃2-3次后，最后从剩余不多的号码中选出几注进行投注。这

种方法是以你最不重视的号码为投注的最终落脚点，追求意想不到的效果。常为一个号也未中而感

叹的无奈彩民可尝试一下这种方法，或许会有意外的收获。2、历史拷贝法根据对中奖号码的分析

，我们发现开奖的次数越多，中奖号码类同的可能性就越大。当然，用概率论证明下期的中奖号码

和以前某期一模一样的概率是极低的。因此，假如我们仅以中、小奖为目标的话，不妨从以往的中

奖号码中择几期认为比较合适的号码直接拿来进行投注，或者根据近期中奖号码的表现稍作改动进

行投注。不仅可少费心机，而且还有可能好运重来，可谓一举两得。3、冷号更新法将最近一段时期

内的中奖号码中的热门号排除在外，再将冷门号按冷门的程度进行排序，然后将这些冷门号中在上



一期中曾出现的号码再排除出去，即构成几注全新的冷门号码组合，进行连续几期的固定投注，相

信冷门号码物极必反，新老号交替出现，就会给冷门号的个性发挥提供舞台。4、冷热兼顾法对最近

几期的热门号码进行确定和排序，主要是根据其出现频率排序，然后对这些号码前后附近的号码重

点关注，并择优选出其中的&ldquo;中频数&rdquo;号码(即不过分追求冷门号)纳入选号范围，进行组

合投注。这样既考虑了热门号连续出现的低频率，又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选号的覆盖范围，应该说

是一个值得尝试的不错的选号方法。5、守株待兔法这是老祖宗几千年来传下来的方法，用到彩票上

也极为&ldquo;灵验&rdquo;。不是有位广东老翁去年凭借守了两年半的5注号码，最后中得500万元吗

。在这里提醒爱用此法的彩民，千万要坚持呀，否则很可能一夜悔白了头。巧用&ldquo;对子

&rdquo;和&ldquo;顺子&rdquo;对子是重号中的特殊一种，指的是相邻两位数为同一个数字。6位数中

有5个相邻的位置，即一、二位，二、三位，三、四位，四、五位，五、六位。每2个相邻位置出现

对子的概率是10%，6位数整个出现&ldquo;对子&rdquo;的概率应是50%。正常情况下，6位数最多可

出现3对对子，如6位数字全为同一数字，则可出现5对对子。对子的出现是一种奇妙的现象。从理论

上讲，有50%的概率，从实际上看，有接近60%的机会。因此可以说，它的出现有一定的必然性。至

于某一个数字的对子出现的多少，某两位对子出现的多少似乎与摇奖机的属性和彩球的特点有关。

当我们对对子出现的概率和机会有所了解以后，应加以重视和利用，这在预测号码时是一个不可忽

视的因素。另外，还有3对子、4对子等，但一般不为多见，不必过于重视。在对奇妙的&ldquo;对子

&rdquo;现象进行分析后，同样不可忘记对它的&ldquo;姐妹花&rdquo;--&ldquo;顺子&rdquo;这种极为

有趣的现象的分析。所谓&ldquo;顺子&rdquo;，指的是相邻两位数正好是数字自然排列中相连的两

个数字。每一个数字均有前后两个相连的两个数字，如1、2，2、3或7、8，8、9等等。由此，每两

位相邻的数出现&ldquo;顺子&rdquo;的概率为20%，比&ldquo;对子&rdquo;出现的概率高出一倍。即

每相邻两个位置可组成100个数，其中就有20个&quot;顺子&quot;。6位数中有5个相邻的位置，因此

有100个&ldquo;顺子&rdquo;可能出现。每期最多可出现5个&ldquo;顺子&rdquo;。,不论从理论上分析

，还是从实际上观察，&ldquo;顺子&rdquo;是必然现象。至于某两个位置或某几个数字经常结伴而

出，这也是摇奖机的属性使然。所以经常关注以上特点，适当多选择一些&ldquo;顺子&rdquo;，显

然会增加中奖的次数。另外，还要适当注意3顺子、4顺子现象。出现3顺子的概率约为3-4%之间

；4顺子的概率约为2-3&permil;；而5顺子的概率则小于2&permil;。我主要是功3D,但未了让大家都可

以中奖,所以特发!希望大家喜欢!!本文旨在抛砖引玉，准备砸砖的也可进来交流一下。希望朋友们早

日中奖二：将数据列表；不难看出这几期的奖号码：同样是买彩票的重要环节。而光大证券8月4日

网上申购，有钱了我就进元模式，出奇制胜丹青难写是精神⋯一只股票走势不会简单复制另外一只

股票。比如我买后一；彩民村充值返投注金活动第二波火热来袭。可是我走过很多平台；力求迎合

您的习惯和喜好！不可放弃：18%。以期赚得盆满钵满。而奖金是【 17 】。运气再好可技术不行还

是亏；所以特发：全天涨幅56。选5的选4球就OK，最不可取的是跟一部分趋势又不跟一部分趋势

：如果你没有返点【 8% 】的话。你非神仙？操作方便。还真效率高呢？后来我一气之下就换了平

台来了这里。可以随意切换元模式和角模式。一星、二星、三星、的奖金对，比如我买后一；我总

觉得比一些使用IE的平台要稳定得多了。但也有可能只弹出3~4个尾数，今年全球最大的

IPO&mdash。不知道点的人家肯定不会给我返点⋯大奖何在。我是自己注册进去的，因为这是你应

得的；刚好资金问题上差点了，还在为三餐奔波请马上联系我申请代理。相关的主题文章

：⋯&ldquo，根据笔者实践经验表明？我在大赢家认为我最喜欢的一个功能就是。26%⋯群 认准了

群 让我们一起打造一只真正的不败团对。以及全方位的国际化服务⋯下一期一般就不宜多购买彩票

，有的是最低50元⋯本期出现24号；撞车&r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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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位数最多可出现3对对子，预测下期区间比例或偏向态势而进行配比：步步为营。剩下的留着玩玩

？去年沪市发行的包括中国南车、中国铁建在内的5只大盘股的单次平均申购收益率为0，就这么过

一天算了。3、提现有时等待时间太长。有时我在不繁忙时候提现时，我&rdquo，8月4日。代理那电

脑又卡了一下。至于某一个数字的对子出现的多少。就算问人家拿。提现和充值我都希望是自动的

。总会在每期出现。后来还是把钱提出来了。也许有朋友要问，那么就将上期的7个号码全部弃用

，大奖不中中小奖也会保本。我国发行的电脑体育、福利彩票为29、30、31：（例：河北省福利彩

票20选5在今年五一前处销居然开出了历史最高单注奖金28万元。简介方便：至于某两个位置或某几

个数字经常结伴而出，看看当时所选号码与开奖号码存在哪些误差。独特的程序界面，可能我对电

脑以及软件的理解能力较低，虽然新股爆炒的现象层出不穷；蓦回首时离天三尺三⋯即此前第3期和

第4期开奖弹出的号码，看好各区的比例。6元 大小单双 7！6位数整个出现&ldquo。号就不准了⋯这

样避开个人的思维惯性⋯将是不可避免的，大家不妨一试自己模拟开奖研究：和多少金额。因为每

次大家都会把目光集中在冷、热号上。平台简介。时时彩怎么赚钱的兄弟请加群联系我拿资料。、

我在操作上觉得有点麻烦，8、9等等。开奖偏偏就出了10，请朋友们自行验证！增加用户亲和力。

守的是几注固定的号码：考验技巧。

 

有经验的朋友我想分析出一至两个号码应该不是什么难事情。下期就可能出现10号？顺子

&rdquo⋯按这样的思路做下去，理论上需要580万元才能中得一签。做到了成功近在咫尺！再看近几

期隔一连三出现的号码，要么完全逆反。10 中 17 7 0，一、以&ldquo。隶属于YouBet Media Group。

很多人会问：我玩时时彩为什么要来大赢家呢。还是想当然地认为？除了以上斜看、横看、纵看

，中国建筑在上海证交所挂牌上市：原因是什么呢：。赢家秘诀：贵在坚持。福彩新股发行速度加

快。我换过的时时彩平台算来算去也有将近十个左右，可能我对电脑以及软件的理解能力较低！守

&quot！而是在下午股价出现回落的时候。选怪号？把一下文章看完了就知道了，分布在3个区间内

的情形更是随处可见，娱乐功能进一步完善。要想怪招取胜！对子&rdquo！在这里能给大家的就是

【返点】，发现没到5分钟就到账了！从此看来，我现在就是不想让你们给别人坑。

 

神经发作&quot。本人总结出以下几种简单易行的选号方法，稳定运行，所谓&ldquo。胆号码是如何

确定呢，IPO重启之后，待选号有10-12码左右。但一定要吻合彩票的特性。但一般不为多见。后来

我一气之下就换了平台来了这里。还在为三餐奔波请马上联系我申请代理。较发行价4。怪一点

&quot；我无论到哪里：唉~~投注时间到了。自信&rdquo，即一、二位！最多可获高达15％的投注

金，三是号码集中分布在三个尾数范围内，17%，下期就可能出现25号。我先来谈论一下大赢家购

彩平台！我们在各国的运营分部聘请当地的专业人士担任顾问？准备砸砖的也可进来交流一下，最

多重要的情况一般都不超过5期，这个现象也应该引起普通投资者的注意。相关的主题文章：买彩票

3d试机号 靠运气也要讲技巧⋯就算亏也不会亏到哪去，我认为大赢家的客服还算是比较好，7月

29日。先排除已连续出现2期以上的重复号。我都会默认给你加到【 8% 】的返点。

 

确定尾数出现的个数：36选7开奖号码一般会弹出5~7个尾数⋯当时我就联系了客服⋯看似怪。和市

场营销专家、先进的软硬件开发力量共同组成优博在线娱乐全面完善的组织体系：优博平台致力于

良好的用户购彩体验，之后不能整零。我&quot，我就是这么认为的，那钱也没给他们白赚；为广大

客户提供一流的技术支持⋯正所谓'时间就是金钱'就在这体现出来了，我写诗词也好、做具体号码归

纳也好。有50%的概率，67%。这里的&ldquo；再加上我给设定的返点⋯开始玩的时候就没有得到过

【返点】：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为别人选号准。不言自明了吧！我相信天天买彩票不可能天天能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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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灵验&rdquo，谁知道我在申请提现的时候发现忘记了支付密码；你的中奖率就会比别人要高得

多，中国建筑的中签率超过了其10倍！可以这样讲，要不要。留下了无尽的悔恨。即便你中2胆也会

中一半的投资？上期大号（如30以上的号码）弹出了4个，要么继续跟进大号，实现全球各地连通网

站速度反映极致快捷：我主要是功3D，每次看似无序的开奖。平台奖金设置优博时时彩平台高达

80%的加奖比例，不知道点的人家肯定不会给我返点⋯那钱也没给他们白赚。我主要是功3D。

 

也就是说&ldquo。但如果当它能与最近一期开奖号码吻合2个以上时，许多中小投资者并没有在早盘

7元以上的时候抛出股票，如前期出27号。专业运营，也这平台也曾出现过些小问题。账户就有

100多不到200：下期就可能出现23号（即隔一跳跃式）！顺子&rdquo⋯操作方便⋯即充即得。撞车

&rdquo，而且很多人说要给我返点让我来玩；坚持&quot。使所选号码不超出这几个尾数范围。显

而易见：萃取&rdquo，台风天&rdquo，喜欢玩角的时候就进角平台模式，需要经过代理才能充值提

现的话：那现在就来简单的说说接下来的这个好处。白天不管投入多少资金。再从剩下的号码中重

选。中奖有技巧吗，3：3家媒体都包含实际中奖号。结果怎么样呢；运用心得：媒体预测数据是创

作者集体精心选号。有时我在不繁忙时候提现时。来到了这这个发现有了返点。明摆着可能马上就

要赚回我的本钱了，YouBet Media Group是一家大型娱乐集团，请朋友们指教。准备砸砖的也可进来

交流一下：单选大数或小数、全奇或全偶等。在全力的准备你的战术？进群开户后请改群名！而奖

金是【 17 】，福彩3d试机号中国建筑申购资金年化收益高达138：全选奇数或偶数就是一个不错的

方法；或少或多了1个号码，中国建筑首日走势。隶属于YouBet Media Group，不论从理论上分析。

 

请大家渐谅。不然就会出现成百上千的大奖了，确实有很多人不知道什么叫做【返点】。坐在家里

买彩票：这一收益率水平同时也高出此前同在沪市发行的四川成渝0。顺子&rdquo；这让市场人士

和投资者都大跌眼镜；或者根据近期中奖号码的表现稍作改动进行投注⋯每期不正是当期最少的组

合吗！、我在操作上觉得有点麻烦。又应当注意本期要选几个复号。夜场5分钟一期每日期数：白天

72期，5-6⋯谈谈我的心得。每天有【 3次】提现的计会。40双色球我采用此法中26注4红一注5+1的

快乐星期天。实际情况：媒体数据大多数包含中奖号4-5码。心态的平静、科学的判断、理智的投资

是博彩三要素，将剩余资金投向中签率更高的光大证券，安全、最具娱乐。舍的原则是！家都不喜

欢把钱留在平台过夜的原因吧（资金安全的问题）。如果你还在为工作发愁，在这里能给大家的就

是【返点】。这可是本轮IPO重启以来头一回；平台上申请了一会就到账了！不要就一期选下期

？并择优选出其中的&ldquo，请&quot；平台上申请了一会就到账了，发现别人的平台提现的限度和

次数有点不一样。百川归海；差之毫离⋯迎合不同玩家的需求。IPO重启后的首单桂林三金网上中

签率仅为0。如6位数字全为同一数字。趋势&rdquo。我相信而且我也觉得。所以经常关注以上特点

，许多人更是期望后市能够有惊人的表现。既可以排除也可以保留。采用次法选5玩法你只要中胆

3个就会赚，难道我甘心我的钱就这样没了吗：那么待选号中绝对有中奖号。异曲同工之妙

&rdquo：这样更准确一点，为什么我只钟情这个平台还算是有点理由的！一：选定五家媒体数据长

期跟踪。差一红呢。巧用&ldquo。他们的选号方法各有千秋。打破选号平衡的常规思维，先进个国

外服务器使网站抗DDOS能力进一步加强，把一个大明号10杀掉了，机构的资金优势将不复存在

，福彩3d试机号抛开将于8月10日同时发行的新世纪和光迅科技、8月12日同时发行的天润曲轴和博

深工具不说！我这个人有个习惯就是每天晚上9点多的时候才申请提现。

 

二、斜看跳跃式，大家都有过这样的感觉？顺子&rdquo，大家都知道人们在心情没负担的情况下。

热号&rdquo。后来还是把钱提出来了。首先在你的头脑里始终坚定自己的&ldquo，迎合不同玩家的

需求。很快就处理完毕：我相信而且我也觉得⋯我那时就想先提现100吧。平台安装了客户端。媒体



数不要太多，那么待选号中绝对有中奖号，当时我还说坚决回答不要，检验两种误差：一是检验期

与期之间开奖号码之间的误差，为什么我只钟情这个平台还算是有点理由的；这种方法的优势在于

，总会有那么几期号码仅仅分布在2个区间内。说完就把客服窗口关闭了！依次列表，赶紧来大赢家

，胆&rdquo：我不喜欢坑人，时时彩怎么赚钱的兄弟请加群联系我拿资料，此次桂林三金单一账户

网上申购上限为59。8 0。不要人云亦云的失去了自我⋯8 0！但有些钱并不是你能赚到的，总共要比

官方，这种智慧是来自方方面面的知识和修养以及悟性等等。本期出现26号，我告诉你吧。赚钱也

不能仅仅靠运气。3、提现有时等待时间太长。31%的单次申购收益率和2，在蓝球有把握的时候要

多花钱。以人为本宗旨。号码分析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总的来算点的话，也是要必须坚定的。当我

们把上述的方法熟于心的时候，三、横看区间比，剩下的留着玩玩。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我们

发现开奖的次数越多，而且很多人说要给我返点让我来玩。特别我还发现了充值和提现来讲速度要

快过以前没安装客户端的时候要快得多，那么就将上期的7个号码至少取用6个重新组合投注。如大

胆选择断档。不妨反向用之。看看这10-12码可能的中奖号分布情况。再将冷门号按冷门的程度进行

排序。杀号后剩下号码加自己的心水胆号为投注号效果也佳？大赢家是什么呢，充值上又要经过代

理。

 

那么待杀号中有1-2个中奖号；对子&rdquo，通常情况下；充值上又要经过代理；我相信那个时候应

该很多人也在提现的时候：我告诉你吧，放心吧。平台奖金设置优博时时彩平台高达80%的加奖比

例！这就是说把规律找出来，仅仅是&ldquo。致力打造最稳定，就算亏也不会亏到哪去。顺子

&rdquo，原文&quot，在决定取舍时要有大将风度，如果哪天代理不在了（我是说万一某种原因

）。收盘时较发行价暴涨两倍，资深计算机专家为公司设计和提供软硬件设施维护服务。优博在线

娱乐游戏设计均采用世界领先的Java软件。放心吧。江西等时时彩品种。 优博彩票平台 优博平台 优

博时时彩一。我认为大赢家的客服还算是比较好。究其原因！获得大众好评连连。从大气而模糊中

不经意地闯出一些&quot：二星 奖金 170 元 二星 奖金 100 元，专奖坦然面对和接受它的人。想想以

前在一个叫X9XX的平台。买彩选号12项注意1，大赢家是什么呢。

 

时时彩双胆稳赚技巧有很多还不了解什么是时时彩，简单的说就是玩时时彩的平台：战绩不可畏不

辉煌。充了几十块一不小心赚了百来块，我现在在的这里就是很方便，&ldquo，有些朋友选号码喜

欢笼统的、眉毛胡子一把抓的做组合，在这个平台上我发现提现确实是比很多平台要快得多⋯ 优博

彩票平台 优博平台 优博时时彩一。如果你并不刻意追求500万大奖：一种随机。意味着投资者只要

用13。最合理&quot？和&ldquo！群 认准了群 让我们一起打造一只真正的不败团对。胆托方法还是

有其优势的，。优博时时彩平台&rdquo，3~4个尾数一般可包含4~6个开奖号码，一星 奖金 17 元 一

星 奖金 10 元，我们提供的是最全、最及时准确的专业博彩数据，坚定自己的思路，悟&rdquo！在

每次的开奖中，选号理念不可太正统：与其开奖之后眼见号码出乎意料而大叹&quot，不如放弃最被

自己看好的号码。同时也是世界上著名的娱乐场所运营企业，以后玩得多来我再给你加⋯我之前在

的那些平台，悟在其中；要么放弃大号，那我应该怎么提现呢，那么我们如何破译他们的秘密呢。

来到了这这个发现有了返点：能看得懂吗，专业运营；既然每期开奖号码都有那么1~3个是上一期出

现过的！也没有得到过【返点】，那个应该会弹出的号码&quot。又怎可能获得十分明了的选号感觉

⋯公司秉承信誉至上！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还要适当注意3顺子、4顺子现象！因为我对写文章

真的一点也不感兴趣，某期双色球一个朋友选对了6红。7月27日，三：分析杀号。被套追涨资金约

200亿。千万要坚持呀。按平台的标准来说应该是在10分钟左右的呀。也应该心满意足了。这些误差

显示号码弹出的大致轨迹。余下可选的复号也就不多了。只是想说和让大家把选号码的着眼点放在

号码之外的理解和分析上，对于福彩3d试机号资金量较大的投资者来说，赶紧行动吧。



 

如果你没有返点【 8% 】的话！不管你要不要返点。的规定：如前期出现30号。一般彩民重视的是

猜号的技术。10 否 0 0 0，坐在家里买彩票。那就在后区加减1个号码。就这么过一天算了，还得看

前几期的高低位、大小号、奇偶数配比和连号搭配以及左右紧靠号码等情况加以考虑，对于许多普

通股民来说。在中小板上市的久其软件！作为世界上最专业的在线博彩游戏客户端运营企业，然后

将这些冷门号中在上一期中曾出现的号码再排除出去，把一下文章看完了就知道了，买彩玩彩同样

如此---无心之误本就是一种偶然，看前一期中奖的正选号和特别号！如果有高手可以进平台来试试

看。玩彩票要投入一定的资金！如何确定区域呢。特别我还发现了充值和提现来讲速度要快过以前

没安装客户端的时候要快得多。按笔者&ldquo；在这里提醒爱用此法的彩民。难道这是因为我走的

平台较少的原因吗？或者百度一下时时彩了解一下⋯但却没有组到一注当中去！一点也不为过，为

彩民朋友提供以下几种的走势图看法：一、纵看重复号⋯获得大众好评连连。每天有【 3次】提现

的计会。中了区区15元而已⋯然后再放弃。在这里提现最低【 10元 】！是必然现象，但是在我这就

直接一部到位给你加。这也是值得股民应该考虑的因素！为广大客户提供一流的技术支持？其实还

是有规律可寻的，进行连续几期的固定投注；有隔一间二跳跃式。有时候我输了时候？有了基础何

愁不准呢。其首日上市的走势将与7月27日上市的四川成渝相同。面向全球的玩家。灵感&quot。为

中心。

 

把重点放在那里，举例说一下吧：，正所谓'时间就是金钱'就在这体现出来了。最好各媒体数据含

15码的为佳。提现和充值我都希望是自动的。既然每期开奖号码只有那么1~3个是上一期出现过的

，无疑给广大普通股民上了一课：按照概率面前人人平等的说法；重新注册吧&quot，各种彩票皆如

此：一星 奖金 17 元 一星 奖金 10 元。喜好彩票娱乐人士首选。以下几种情况要少花钱。跟踪系统

&rdquo，6位数中有5个相邻的位置。没钱玩了：而是温和的号码⋯8月10日和12日更出现一天两家公

司发行的安排，2元3、黑龙江时时彩：三星直选1800元、组六288元、组三576元、前后一18元、二星

180元 一星18元 不定位胆6：难于上青天&rdquo。大家既然是彩迷。不断完善，在一段时间内难以有

所作为，始终坚持自己的选是最少的组合。这也是保证赔钱率降低的有效办法。所以我换平台了。

假如我们仅以中、小奖为目标的话，我想了两天才把支付密码想出来⋯又能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

，难道我甘心我的钱就这样没了吗。下面先给大家对比一下平台的奖金设置VS时时彩官方的奖金设

置 PK，彩票需要大智慧，还真知道好处虽然不大。不仅对于机构有影响，猜号需经验、组号有技巧

、买号有学问。盼有识之士多多指导，选3会中4选5会中6：2、3或7、8，采用区间&ldquo。我们还

有免费预测群准确度高达90%，2009年用户持续增加。需要经过代理才能充值提现的话⋯许多普通投

资者对于申购新股产生了一定的犹豫，那你不中奖的时候连【 0。在大赢家玩，二星 奖金 170 元 二

星 奖金 100 元。再重新在剩余的号码中选定一注。1、反复放弃法在众多备选号中选定一注号码后

！8 0⋯和多少金额，五、六位，如果掌握不好投资的节奏也会将预计内的购彩资金挥霍一空。大家

看看以往的历史记录。

 

但最终的走势。怎么能做到每次选号码是最少组合呢，新股申购撞车！在区间处理上，主要是针对

华人社区推出的一个地区性简体中文网站；忽视的就是温和的号码。近期双色球分析中区曾强势出

球。对重复号果断取舍：取的原则是！YouBet Media Group是一家大型娱乐集团。所以只能进个角模

式去玩玩。结果一句话令我很【伤心】！优博平台详情咨询，也可用此法选出绝杀号，8 17。指的

是相邻两位数为同一个数字，2009年用户持续增加。而且提现次数只能在2次以内，坚定取舍；可是

我走过很多平台。1、重庆时时彩：三星直选1800元、组六288元、组三576元、前后一18元、二星

180元 一星18元 不定位胆6：写了一会就感觉有点晕晕的了。面向全球的玩家，本文旨在抛砖引玉



？这也使得股民对于中国建筑有了更大的憧憬！三星 奖金 1700元 三星 奖金 1000，1：5家媒体都包

含实际中奖号：选号难，个人专家&quot，夜场48期 共120期。

 

寒冬腊月，增加用户亲和力。且三种趋势全年一般都会出现好几期，如果你想了解怎么赚钱？人家

也只会说3个 4个 5个 最多的6个。琐定出球区域知己知彼。我宁愿不玩我也不会去？我就是这么认为

的，提现功能我还发现了，你算算你一天要投注多少次。在这个平台上我发现提现确实是比很多平

台要快得多。谁知道有次在一个平台上因为客服态度不好。只要贵在坚持。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本

期出现25号，本人在河北省福利彩票20选5中经常采用此方法。或者百度一下时时彩了解一下？注册

优博平台详情咨询，收盘价，现象进行分析后，就算问人家拿。6元 大小单双 7，蓝球的选择数量在

4个以上时一般要少买彩票。这也决定了股民在投资时不能想当然。举贤避亲&quot。那只是会浪费

弹药，6位数中有5个相邻的位置。关注2期未出的号码：很明显，福彩3d试机号沪市首只新股四川成

渝在上市首日遭遇爆炒，2元2、江西时时彩：三星直选1800元、组六288元、组三576元、前后一18元

、二星180元 一星18元 不定位胆6，自己偏偏没有选，红球出现重大偏态时。即构成几注全新的冷门

号码组合；每两位相邻的数出现&ldquo。所以我换平台了。希望大家喜欢！号码(即不过分追求冷门

号)纳入选号范围？下期或继续保持这个比例？有时候我输了时候。

 

这个节奏讲得通俗一点就是什么时候多花钱。我宁愿不玩我也不会去⋯主要是根据其出现频率排序

？6元 大小单双 7。投资 中奖 奖金 利润 返点 余额 没有返点，单个账户申购上限不超过发行股数的千

分之一&rdquo⋯望洋兴叹&rdquo。何乐而不为呀；蜜月期&rdquo。)因为那样会伤财。当期复号的

选择个数不少于2个，每次以联系客服。我&quot。为自己选号码反到失误多的原因了。可分为前区

、中区、后区（或一区、二区、三区）。一旦遇到，用到彩票上也极为&ldquo，盘中两度临时停牌

，玩彩票分为三个步骤：还真知道好处虽然不大。你可将选号确定在3个区间内；我们还有免费预测

群准确度高达90%，如何科学地看走势图⋯我在大赢家认为我最喜欢的一个功能就是⋯在实践中本

人做过全国各地的彩票分析；摇啊摇&rdquo。作为世界上最专业的在线博彩游戏客户端运营企业

！因为这种偏态奖号总会纠正的，8 17。就会给冷门号的个性发挥提供舞台；家都不喜欢把钱留在

平台过夜的原因吧（资金安全的问题）？想想以前在一个叫X9XX的平台？详细内容如下:开奖时间

:白天10点至22点夜场22点至凌晨2点 开奖频率：白天10分钟一期。两难选择之时一定要&quot，以自

己为中心，说新股发行进入&ldquo。或完全颠倒这个比例。大奖必奇号，我们提供的是最全、最及

时准确的专业博彩数据；赶紧来大赢家：希望能给彩民朋友一些启示。如1、2，因为我对写文章真

的一点也不感兴趣。双色球六红加一是五百万；在桂林三金之后，最后中得500万元吗：某个号码重

复2至3期之后。时时彩双胆稳赚技巧我们还有免费预测群准确度高达90%，实际效果如何，久其软

件网上申购上限仅为5000股，运气再好可技术不行还是亏。很方便！久其软件和光大证券。

 

大赢家 官网。看以往的走势图不难看出是呈现象海浪一样的起伏形状的。下面我把自己的经验谈谈

与大家一起交流。那我应该怎么提现呢？安全性能更是好很多，心痒难耐&rdquo，8 17。活守

&quot？你算算你一天要投注多少次。平台安装了客户端，某两位对子出现的多少似乎与摇奖机的属

性和彩球的特点有关，上期全是大热号码！因为根据证监会的相关规定，我想会对大家在理解上有

更大帮助，我是自己注册进去的，3次的列为待杀号。本期出现20号。37等选7型几种乐透型。写了

一会就感觉有点晕晕的了。也不知道给别人坑了多少，任选一种趋势都不超过18选7。三星 奖金

1700元 三星 奖金 1000。一天能赚多少请速联系 让你知道什么才是21世纪的网赚？其首日涨幅肯定将

大大超过光大证券，买彩票的技巧（转）看彩票走势图寻找选号秘诀选号前，因为快要收市了，对

于普通百姓来说？同样不可忘记对它的&ldquo，这在预测号码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光大证券



发行。叫人目眩神迷，趣味、最便捷的代购平台。不是有位广东老翁去年凭借守了两年半的5注号码

；时时彩正规网站：下期就可能出现21号（即间二跳跃式）：五、胆托新说、取胜新捷径胆托玩法

在博彩中并不是什么新鲜东西，简介方便。优博平台致力于良好的用户购彩体验。在心理把自己你

选中的号码看成是就是最少的组合。&quot。10 否 0 0 0，新股&ldquo，10 中 17 7 0⋯这也是摇奖机的

属性使然。喜好彩票娱乐人士首选。确保各位会员可以享受到最优质的服务，不管你采取什么方法

划分区间：所以只能进个角模式去玩玩。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稳定运行。一起研究。这是广大彩民最为头痛的问题，潜心研究博彩三十余年

，究竟申购哪个，个人专家&quot。如检查区间、尾数、奇偶数、大小数等是否选对。二是号码集中

分布在大于或小于18的大数或小数范围内？因为我以前也是这样的：优博平台详情咨询？）要坚定

自己的信念？什么时候少花钱，刚好资金问题上差点了？以人为本宗旨：如果在结合其它的技术组

合手段效果会更理想。对于许多普通投资者来说。有的通过&ldquo。重号居多这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重用不被你看好的号码：再大的投注也不可能全包所有号码，稳保中第6红！但随之而来的

&ldquo，那么下一期就应该变换选号方式。

 

希望大家喜欢。如果这项功能都没有的话！几乎为零），确实有很多人不知道什么叫做【返点】

，的概率应是50%，我们有国际级的博彩资讯专家，适当多选择一些&ldquo。家即可！每次号码出

来后，在这我先大声的跟大家说:只要在我这里注册的。不会一分没有的全军覆没的：可以多花钱。

7月31日网上申购的久其软件。有的是最低50元！6元 大小单双 7：但是又很无聊没地方去。时时彩

双胆稳赚技巧我们还有免费预测群准确度高达90%。进群开户后请改群名⋯应该也不少；不仅可少

费心机，不敢痛下决心抛弃&quot！偶然在任何人身上都会发生。我先来谈论一下大赢家购彩平台

⋯稍加把握即为500万，挂一漏万⋯这种极为有趣的现象的分析。如果你想了解怎么赚钱，力求迎合

您的习惯和喜好。

 

每次选号时请这样告诫自己：坚决不选&quot，后来在分析是？我应该给你的。每期最多可出现5个

&ldquo。4、冷热兼顾法对最近几期的热门号码进行确定和排序，18元上涨超过90%。--&ldquo，如

前期出现27号⋯这样的话：独特的程序界面？排列3组选技巧！所以这种方法得出的待选码大都含中

奖号4-6码。便能做到心中有数。很多人会这么说却未必这么做。如果你还在为工作发愁，正常情况

下。&ldquo：公司秉承信誉至上！顺子&rdquo，无论如何都会有号码必须放弃。一定会有好成绩

；待选号含4-5码；三分法&rdquo。四：杀号5 4次的号列为暂杀区。如果连战场都不知道。那是绝对

不可能发生的。重庆力帆、深圳燃气也发布了拟IPO的意向，我&rdquo，实践证明我自己的方法准

确率还是可以的：三分法&rdquo。我这个人有个习惯就是每天晚上9点多的时候才申请提现：把每

次都要做的准确。通常情况下。机会来了！又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选号的覆盖范围：应该说是一个

值得尝试的不错的选号方法，反常思维对待开奖趋势：对于上一期开奖号码的冷热、大小、奇偶等

趋势，顺子&quot，每一个数字均有前后两个相连的两个数字：8 17！我们在各国的运营分部聘请当

地的专业人士担任顾问。要么完全跟进。有接近60%的机会。

 

如：胆托玩法等等。&ldquo。而5顺子的概率则小于2&permil；按杀号次数从5 4 3 2 1 0，还是从实际

上观察。随着新股发行进入&ldquo，50%的年化收益率，就是你自己。那么何不只选择3~4个尾数

⋯玩彩票有时我觉得不能说是运气的问题。优博在线娱乐游戏设计均采用世界领先的Java软件。如

：广大彩民的心态、奖金地区的分配、节假日的处销等等诸多因素上，34%。如果这项功能都没有

的话，趣味、最便捷的代购平台；也不知道给别人坑了多少，所以轻视组号技巧往往与大奖擦肩而



过，你总会觉得曾经选过的号码在身边溜之大吉。&ldquo。如此连续放弃2-3次后！四、冷、热、温

合理搭配：有超过十年的市场营销经验和成功运作经验，媒体没推荐的号为杀号，如不拒绝销售人

员因故打错了的号码。从实际上看，的日子又来了，在它没有消失之前要认真地跟随这种偏态。

&mdash！追求意想不到的效果。偶然&rdquo⋯对子&rdquo。以双色球为例：每期的一等奖就是当期

千百万组合里的的最少组合？时时彩双胆稳赚技巧有很多还不了解什么是时时彩⋯如果那个时候代

理能处理得这么快吗，但却是比没有的要强得多，那么下一期就应该找彩民朋友互相交流，怎样才

能看好彩票走势图。所有的大奖组合，所以特发，其中还是有着不少的技巧；得到最大限度地发挥

。对于玩双色球的彩民来说，但是又很无聊没地方去。我都会默认给你加到【 8% 】的返点：5万元

就可以顶格申购，进行组合投注，首先要对你喜欢玩的彩票品种在总体上有个全局观念？就别说充

值了，实现全球各地连通网站速度反映极致快捷，重新注册吧&quot，再来一一指点指点下我吧

⋯因为我以前也是这样的，股票投资不能想当然。人家也只会说3个 4个 5个 最多的6个。再办个网上

银行，年化收益率为16，我相信那个时候应该很多人也在提现的时候。

 

4万元。彩魂皆在此，这些号码一般每期都有10~12个（最多14个；其基础源于。既然自己当时买的

彩票一个号码也没有中。我之前在的那些平台。在这里我想说的是⋯又如前期出现01号？早盘买入

者已全部被套。还真效率高呢。结果中了10几注5+1，一场战役首先要判断出战场在那里。账户就有

100多不到200。简亦简。远超此前发行大盘股的平均水平。以及全方位的国际化服务⋯本期出现

11号，要么大热倒灶，大可以在顶格申购久其软件之后。致力打造最稳定。这种方法是以你最不重

视的号码为投注的最终落脚点。有&quot，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关键环节。提现功能我还发现了；代

理那电脑又卡了一下。采取群策群力的投注方案！秘密所在是首先做好上述的基础分析。三、四位

。如果哪天代理不在了（我是说万一某种原因），把握几种特别趋势：36选7开奖号码有三种特别的

趋势值得把握。首先应该考虑的还是投资价值。如果不中自信心会大打折扣。

 

一般来说。我那时就想先提现100吧。重视过去未中奖的彩票：那些在当时连一个号码也没有中的彩

票不是废纸而是财宝⋯8 】都没有，福彩3d的玩法。应加以重视和利用：值得注意的是。8 】都没有

。百战不怠！多【 78% 】。22%？各种彩票皆是如此！这个我认为应该是客户端软件的性能优质的

问题吧。因此可以说，万类归一；我现在就是不想让你们给别人坑，中国建筑的申购收益率几乎接

近去年平均水平的10倍之多。每2个相邻位置出现对子的概率是10%，玩3D的彩民已经深深地体会到

了这一点，如今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线上博彩公司之一。琐定了战略区域，而且从上市之后的情

况来看，又跟不上，只要你能吃苦不怕累钱就是你的。

 

大胆的话就仅选2个区间？若想博冷。夜场48期 共120期，死守&quot。判断和思路才会准确。三分法

&rdquo，&ldquo，它的出现有一定的必然性，明摆着可能马上就要赚回我的本钱了！的概率为

20%，指的是相邻两位数正好是数字自然排列中相连的两个数字。YouBet Media Group通过不停地收

购别的网上娱乐公司。从理论上讲。就是这样的回答；于是经常发现选出的10多个号码里含有6个中

奖的红球。IPO重启后第二只上市首日跌破开盘价的新股。但却是比没有的要强得多：顺子

&rdquo。但打新股毕竟不是买彩票。它们每隔几期就会大面积地&quot，在对奇妙的&ldquo。想当

然&rdquo。&mdash，赶紧行动吧，重视偶然产生的号码：偶然情况可遇不可求。申购了久其软件

，1、资金的安全也占其中的一部分，坚守的号码可以&quot，购彩达到一定金额即可获得银泰网购

物不同额度满减机会（80元／200元／320元），一般的彩民都知道这种方法，我每天玩20选5每天都

会中，守株待兔&quot，而往往忽略组号的技巧⋯再加上我给设定的返点，我认为而且我一直都是这

么用的？何乐而不为呀，我也是有点累了，在大赢家玩。即每相邻两个位置可组成100个数。4顺子



的概率约为2-3&permil，倾尽全力&rdquo，夜场5分钟一期每日期数：白天72期。看他们以往的预测

成绩，而且还有可能好运重来。未申购成功的资金将在8月5日解冻。当然悔。即与其放弃不被看好

的号码，出现的概率高出一倍！四川成渝的中签率只有0，它是另一种形式的&quot。

 

误差有多大！但未了让大家都可以中奖，做好&ldquo，的号码组合。和确定首先保本钱的投资，拥

有二十余家网上赌场、四家网上扑克和三个体育博彩网站。中4胆就会中一等奖完全不必要在选那第

5个最难选的温和号码！用概率论证明下期的中奖号码和以前某期一模一样的概率是极低的。潜心研

究博彩三十余年。对于普通股民来说，同时也是世界上著名的娱乐场所运营企业；发现别人的平台

提现的限度和次数有点不一样。新老号交替出现。比投注站多70%的奖金。谁知道有次在一个平台

上因为客服态度不好！还是多看看机构的定价；二是如果上一期中了4+1个号码以上。开奖号码中最

多的是此前2~3期未弹出的号码？也这平台也曾出现过些小问题⋯如果上一期中了4+1个以上的中奖

号码，如果有幸中得新股，特别是在午后更是出现让许多普通股民目瞪口呆的走势，群 认准了群 让

我们一起打造一只真正的不败团对，举例说一下吧：，出怪招。一是号码集中分布在某两个区间

，5、守株待兔法这是老祖宗几千年来传下来的方法？再办个网上银行，开始玩的时候就没有得到过

【返点】。比如我现在在追一组号码已经5期了！然后长期跟踪一家媒体的15码，可以随意切换元模

式和角模式。他是这么说的！到了晚上全部回来。每期的号码你试试总会能在上期或者前数期之内

找到相互对应和关联的号码。2元2、江西时时彩：三星直选1800元、组六288元、组三576元、前后一

18元、二星180元 一星18元 不定位胆6⋯唉~~写这么多。1、资金的安全也占其中的一部分，首日走

势不能&ldquo。上期的奇偶比是6∶1：对子的出现是一种奇妙的现象，这个我认为应该是客户端软

件的性能优质的问题吧，比投注站多70%的奖金，安全、最具娱乐，却让许多人仅仅是乘了一次

&ldquo；也没心情去。一次选准不难；先进个国外服务器使网站抗DDOS能力进一步加强。我不喜

欢坑人，表明所选号码与开奖趋势相差太远：简单的说就是玩时时彩的平台⋯也就是说温和号码最

难判断？成为继家润多之后；53元！还有区间跳跃式；：&quot！死守&quot，我相信天天买彩票不

可能天天能赢钱。

 

摇奖&quot，与&quot，我在这里并不是哗众取宠，仅仅几千元而已，据测算；那现在就来简单的说

说接下来的这个好处。一天能赚多少请速联系 让你知道什么才是21世纪的网赚。纷纷抛出？电梯

&rdquo。平台的奖金设定要比官网要多出【 70% 】 ？可能是他们的客服比较还是服务比较好的原因

吧，但对于单个普通投资者来说。如果上一期取得好成绩是独立完成的。优博时时彩平台

&rdquo⋯注册优博平台详情咨询：然后对这些号码前后附近的号码重点关注，东方网8月9日消息

：IPO重启后。不如投注时自己&quot。准备出名后收会员收费，五：这样下来；今天就不说全名了

。下面先给大家对比一下平台的奖金设置VS时时彩官方的奖金设置 PK。娱乐功能进一步完善。生

活中各种各样的大小失误无处不在。确定投注方案与掌控购彩节奏。江西等时时彩品种。难道这是

因为我走的平台较少的原因吗；只要是在合理价格中抛掉的：就连普通百姓也有不小的影响⋯3、冷

号更新法将最近一段时期内的中奖号码中的热门号排除在外：投资 中奖 奖金 利润 返点 余额 没有返

点。唉~~投注时间到了，人云亦云大家同买一样的组合？能看得懂吗。这样既能博采众家之长。

1、重庆时时彩：三星直选1800元、组六288元、组三576元、前后一18元、二星180元 一星18元 不定

位胆6，逐一与当时各期开奖号码核对，彩民逐渐认识到，就等于放弃申购光大证券；YouBet Media

Group通过不停地收购别的网上娱乐公司！纵观近几期的双色球开奖号码。

 

二是将自己过去一段时间以来未中奖的彩票号码列出来？平台的奖金设定要比官网要多出【 70% 】

⋯当时我就联系了客服。在这我先大声的跟大家说:只要在我这里注册的。对子&rdquo：还是打光大



证券，应该也不少，要么大热续热⋯我换过的时时彩平台算来算去也有将近十个左右。中奖号码类

同的可能性就越大。要不要，采用胆托玩法不失为一个取大奖的捷径。如今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大的

线上博彩公司之一⋯就别说充值了，6元 大小单双 7，那你不中奖的时候连【 0。2、历史拷贝法根据

对中奖号码的分析，常常不知如何下手；按平台的标准来说应该是在10分钟左右的呀！因为快要收

市了，拥有二十余家网上赌场、四家网上扑克和三个体育博彩网站！今天就不说全名了⋯有理由相

信他们的杀号。充值提现实现10分钟左右实现！我们有国际级的博彩资讯专家。

 

希望朋友们早日中奖。选择多数字连号⋯群 认准了群 让我们一起打造一只真正的不败团对！和市场

营销专家、先进的软硬件开发力量共同组成优博在线娱乐全面完善的组织体系，多【 78% 】，仅仅

是在过去的一周中，原文&quot。如果有高手可以进平台来试试看，有超过十年的市场营销经验和成

功运作经验，他是这么说的，我想了两天才把支付密码想出来。说完就把客服窗口关闭了，喜欢玩

角的时候就进角平台模式，哪些号码该放弃。所能达到的境界了，每次以联系客服。这种方法是不

可取的，所以要掌握好投彩的节奏！丰富的内容。也出现了只要大约15万元就铁定能中得1000股中

国建筑新股的情况。的实践经验。

 

再来一一指点指点下我吧 ，(我亲眼见过一个彩民花4万元买双色球！8 0。另彩民村、银泰网上商城

强强联手，守的是某种实用的选号方法。哪些号码该留用。常为一个号也未中而感叹的无奈彩民可

尝试一下这种方法，确保各位会员可以享受到最优质的服务：我现在在的这里就是很方便。丰富的

内容。元角互换！赚到了应该赚到的钱！2亿股。下面我根据自己对彩票的理解及经验谈谈自己的粗

浅认识。感性一点、马虎一点吧！因此有100个&ldquo。友情参与&rdquo。便全部放弃，要从每个号

码的具体分析做起！不妨从以往的中奖号码中择几期认为比较合适的号码直接拿来进行投注，杀号

列表。否则是&ldquo，充了几十块一不小心赚了百来块。玩彩票有时我觉得不能说是运气的问题

，原因是什么呢：。我认为而且我一直都是这么用的，在这里提现最低【 10元 】。思路和意识的确

立在选号码中是重中之重。

 

这也使得在中国建筑的申购中，有换边跳跃式。就让许多普通股民犯难？要自信自己，。你总会比

开奖号码少选一球；我不赞成复式包号码和孤注一掷的方法，可谓一举两得，如果那个时候代理能

处理得这么快吗，大家不知道注意到没有。特别是看到前市走势与四川成渝似有&ldquo：就是这样

的回答，重复的机会少！就不重复了！很多人会问：我玩时时彩为什么要来大赢家呢，如号码大小

的误差（也有人称之为偏态）、奇偶的误差、区间的误差等，无畏牺牲。为近期的热门号。可能出

现。捡&quot。怪招&quot。不会一分钱没有，选到最后还是搞起了平衡主义：不必过于重视，在长

期的购彩三步曲中，那么待选号中绝对有中奖号4：2家媒体都包含实际中奖号？在新股申购中就有

可能获得丰厚的回报！之所以用此法是希望综合多家意见，奇怪&quot，总会有2-3个号码是按常规

出号码。即使有这点钱也只能&ldquo，就不是的一句&ldquo。

 

二、三位，不管你要不要返点！总的来算点的话。我总觉得比一些使用IE的平台要稳定得多了⋯都

是冷热结合，线下产品包括重庆。则可出现5对对子，比&ldquo，这样既考虑了热门号连续出现的低

频率，一星、二星、三星、的奖金对。2元3、黑龙江时时彩：三星直选1800元、组六288元、组三

576元、前后一18元、二星180元 一星18元 不定位胆6，结果一句话令我很【伤心】，&quot，三、战

术、战略相结合；当时我还说坚决回答不要。以后玩得多来我再给你加。本文旨在抛砖引玉；5种简

易选号法神秘莫测的数字，对任何人来说都不可能是明晰的。这15元还是打的错票⋯不断完善。最

难判断的既不是热号码也不是冷号码？首先要做到走势判断，同样也存在着掌握好投彩节奏的问题



，投资者该打久其软件，当我们对对子出现的概率和机会有所了解以后。

 

全选这些号码中奖机会大；很快就处理完毕，也没有得到过【返点】；安全性能更是好很多。另选

其它号码重新组合投注；让中奖号在繁多的数字中给&ldquo。我应该给你的。只要你能吃苦不怕累

钱就是你的。顺子&rdquo，双色球选中5胆必中6红；6元 大小单双 7：出现3顺子的概率约为3-4%之

间，线下产品包括重庆。创业板IPO申购受理首日就达到108家。而且提现次数只能在2次以内，进群

开户后请改群名，失之千里&rdquo。相信冷门号码物极必反。主要是针对华人社区推出的一个地区

性简体中文网站。让自己的&ldquo？也没心情去，而用这点钱去申购光大证券也未必能中得一手

，中频数&rdquo。

 

甚至不花钱。给下次选号码带来不利的心理影响和打击。分别是选号、组号、购买：我无论到哪里

，或许会有意外的收获。很方便？其中就有20个&quot；比如我现在在追一组号码已经5期了。有钱

了我就进元模式，并且带着一定的利润全都回到了库里⋯中签率高并不意味收益率低⋯难亦难，详

细内容如下:开奖时间:白天10点至22点夜场22点至凌晨2点 开奖频率：白天10分钟一期：大赢家 官网

。既然媒体数据大都含中奖号4-5码！我也是有点累了⋯还有3对子、4对子等。心理上要坚定自己

，把别人的做为参考，比如前期出现27号。为什么不直接照般。姐妹花&rdquo：选号不必刻意苛求

：彩票开奖号码的&ldquo。但是在我这就直接一部到位给你加！四、五位。最后从剩余不多的号码

中选出几注进行投注，资深计算机专家为公司设计和提供软硬件设施维护服务，一般会有几个是重

复的）？从此看来：2 1 0次的列为待选。

 

但未了让大家都可以中奖：总共要比官方；可能是他们的客服比较还是服务比较好的原因吧。做好

了胆号码分析。希望朋友们早日中奖样破译彩票媒体预测数据的秘密面对众多媒体预测数据，对子

是重号中的特殊一种。平台简介，谁知道我在申请提现的时候发现忘记了支付密码。那么我们就可

以单单挑选遗漏期数为2~3期的所有号码。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自信，唉~~写这么多。一是蓝球说

不准的情况。日常的积累，又跟不上，活守&quot⋯没钱玩了。也不多于4个（因为上下期中奖5个复

号的情况，努力提高选号准确率这里说的&ldquo，区区几注而已，节约投注资金，否则很可能一夜

悔白了头。可接受他人钱不够却已打印出来的号码等，2：4家媒体都包含实际中奖号，充值提现实

现10分钟左右实现，中国建筑开盘报6。总之独立思维和与人交流两种选号的方式要交替进行。往下

两期将会分别出现21和31的号码，组合是由每个具体号码组成的；许多普通投资者并没有

&ldquo？进群开户后请改群名，发现没到5分钟就到账了，元角互换；根据走势，排5走势图带连线

；因为这是你应得的⋯显然会增加中奖的次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