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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好彩1
南粤风采36选7最新开奖公告  第期奖项 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一等奖 0注 0元 二等奖 1注 62!859元 三等

奖 11注 2!857元 四等奖 139注 500元 五等奖 263注 100元 六等奖 6!805注 10元 数字 13!440注 46元 生肖

381注 15元 季候 715注 5元 好彩2 122注 5元 好彩3 391注 59元 方位 535注 588元

 

好彩高手论坛彩票销售点业主经验交流系列之一(怎样开好彩站)?
一、投注 “南粤风采” 36 选 7 采用组合式玩法，一组 7 个号码的组合称为一注，每注百姓币 2 元。

投注者必需到持有《“南粤风采”电脑福利彩票发卖允诺证》的全省各发卖站投注。 投注办法可分

为单式投注、复式投注。 单式投注，即从 36 个号码当选拔 7 个号码作为 1 注，每张彩票可打印 1 至

5 注投注号码。复式投注，我不知道好彩高手论坛。即从 36 个号码当选拔 8 至 23 个号码举行每 7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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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6 选 7 电脑福利彩票的奖金占彩票发卖总额的 50% （其中：当期奖金 49% ；治疗基金 1% ）。设

6 个奖等： 一等奖：奖金额是高奖等总奖金的 70% ； 二等奖：奖金额是高奖等总奖金的 20% ； 三等

奖：奖金额是高奖等总奖金的 10% ； 四等奖：单注奖金额稳固为 500 元； 五等奖：单注奖金额稳固

为 100 元； 六等奖：单注奖金额稳固为 10 元。 一、二、三为高奖等，四、五、六为低奖等。一、二

、三等奖按各奖等现实中奖注数均匀分配相应奖等的奖金。好彩1开奖结果。各高奖等总奖金不封顶

，单注奖金最高限额为 500 万元，突出部门进入奖池计入下期一等奖。当期高奖等未中出时，其奖

金一齐进入奖池计入下期一等奖，直至中出为止。三、开奖及中奖 每天开奖一次。 中奖号码由 6 个

根本号码和 1 个非常号码组成，投注者依照当期 彩票上的投注号码与中奖号码符合的个数若干 （规

律不限），肯定相应中奖资历。如下表：中奖等级 中 奖 号 码 根本号码 非常号码 一等奖6 个1 个二

等奖6 个 三等奖5 个1 个四等奖5 个 五等奖4 个1 个六等奖4 个 3 个1 个四、兑奖 一、二、三等奖中奖

者，须持中奖彩票和自己有用身份证件，在兑奖期限内到原购票地级市福利彩票发行主题挂号兑奖

（其中一等奖的中奖彩票必需经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主题确认后兑奖）；四、五、六等奖中奖者

，持中奖彩票到各投注站兑奖。我不知道好彩1开奖结果。每注投注号码唯有一次中奖机遇，不兼中

兼得（成立非常奖期间除外）。单注中奖奖金一万元以上的中奖者须依法全额交纳 20% 小我无意偶

尔所得税，由管理兑奖的地级市福利彩票发行主题代扣代缴。五、兑奖时间 彩票中奖者应该自开奖

之日起60个天然日内，中奖率最高的彩票。持中奖彩票到指定的地点兑奖。逾期不兑奖者，视为弃

奖，看着彩票走势网首也。弃奖资金归入彩票公益金。六、复式投注注脚1 、什么是复式投注 ? 复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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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的投注。2 、怎样举行复式投注 ? 选拔投注号码领域在8至15个的，在投注站投注；选拔投注号码

领域在16-23个的，在地级市福彩票发行主题投注。36选7复式投注兑奖明细表 包号 个数 组成单 式注

数 6+1 6 5+1 5 4+1 4 3+1

88161A+1B+6C2B+30002C+100015503504040936721A+2B+12C+45003B+91503C+315032008001001001012

02401A+3B+18C+4B+4C+660055001500200200113306601A+4B+24C+5B+5C+850025003503501279215841

A+5B+30C+6B+6C+385056056013171634321A+6B+36C+7B+7C+560084084014343268641A+7B+42C+8B+

8C+7800120012001564351A+8B+48C+9B+9C+16501650161A+9B+54C+10B+10C+22002200171A+10B+60

C+11B+11C+28602860181A+11B+66C+12B+12C+36403640191A+12B+72C+13B+13C+45504550201A+1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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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C+14B+14C+56005600211A+14B+84C+15B+15C+68006800221A+15B+90C+16B+16C+81608160231A+

16B+96C+17B+17C+96909690注： A 为一等奖， B 为二等奖， C 为三等奖，投注、兑奖以电脑确以为

准。 双色球周二、周四、周日3D周一至周日36选7周一至周日好彩1周一至周日26选5周二、周四、

周日 

 

好彩论坛
 

好彩高手论坛
好彩1开奖结果　好彩论坛 广东好彩1,广东好彩1 好彩论坛

 

好彩论坛依据红球走势图撇开冷号球01 02 04 06 08 09 10 11 
南粤风采36选7最新开奖公告 第期,奖项 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一等奖 0注 0元 ,二等奖 1注 62,859元 ,三等

奖 11注 2,857元 ,四等奖 139注 500元 ,五等奖 263注 100元 ,六等奖 6,805注 10元 ,数字 13,440注 46元 ,生肖

381注 15元 ,季节 715注 5元 ,好彩2 122注 5元 ,好彩3 391注 59元 ,方位 535注 588元,一、投注, “南粤风采

” 36 选 7 采用组合式玩法，一组 7 个号码的组合称为一注，每注人民币 2 元。投注者必须到持有《

“南粤风采”电脑福利彩票销售许可证》的全省各销售站投注。, 投注方法可分为单式投注、复式投

注。, 单式投注，即从 36 个号码中选择 7 个号码作为 1 注，每张彩票可打印 1 至 5 注投注号码。复式

投注，即从 36 个号码中选择 8 至 23 个号码进行每 7 个号码组合为 1 注的投注（详见复式投注说明

）。, 投注方式：机选和自选两种。,二、 设奖, “南粤风采” 36 选 7 电脑福利彩票的奖金占彩票销售

总额的 50% （其中：当期奖金 49% ；调节基金 1% ）。设 6 个奖等：, 一等奖：奖金额是高奖等总奖

金的 70% ；, 二等奖：奖金额是高奖等总奖金的 20% ；, 三等奖：奖金额是高奖等总奖金的 10% ；,

四等奖：单注奖金额固定为 500 元；, 五等奖：单注奖金额固定为 100 元；, 六等奖：单注奖金额固定

为 10 元。, 一、二、三为高奖等，四、五、六为低奖等。一、二、三等奖按各奖等实际中奖注数平

均分配相应奖等的奖金。各高奖等总奖金不封顶，单注奖金最高限额为 500 万元，超过部分进入奖

池计入下期一等奖。当期高奖等未中出时，其奖金全部进入奖池计入下期一等奖，直至中出为止。

,三、开奖及中奖, 每天开奖一次。 中奖号码由 6 个基本号码和 1 个特别号码组成，投注者根据当期

彩票上的投注号码与中奖号码相符的个数多少 （顺序不限），确定相应中奖资格。如下表：,中奖等

级 中 奖 号 码 基本号码 特别号码 一等奖6 个1 个二等奖6 个 三等奖5 个1 个四等奖5 个 五等奖4 个1 个

六等奖4 个 3 个1 个四、兑奖, 一、二、三等奖中奖者，须持中奖彩票和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在兑奖

期限内到原购票地级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登记兑奖（其中一等奖的中奖彩票必须经广东省福利彩票

发行中心确认后兑奖）；四、五、六等奖中奖者，持中奖彩票到各投注站兑奖。每注投注号码只有

一次中奖机会，不兼中兼得（设立特别奖时候除外）。单注中奖奖金一万元以上的中奖者须依法全

额缴纳 20% 个人偶然所得税，由办理兑奖的地级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代扣代缴。,五、兑奖时间, 彩

票中奖者应当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持中奖彩票到指定的地点兑奖。逾期不兑奖者，视为弃

奖，弃奖资金纳入彩票公益金。,六、复式投注说明,1 、什么是复式投注 ?, 复式投注（亦称包号投注

）是指投注者在 36 个号码中机选或自选 8 至 23 个号码进行每 7 个号码组合为 1 注的投注。,2 、怎样

进行复式投注 ?, 选择投注号码范围在8至15个的，在投注站投注；选择投注号码范围在16-23个的

，在地级市福彩票发行中心投注。,36选7复式投注兑奖明细表 包号 ,个数 ,组成单 ,式注数 ,6+1 ,6 ,5+1

,5 ,4+1 ,4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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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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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350,350,12,792,1584,1A+5B+30C+,6B+,6C+,,3850,560,560,13,1716,3432,1A+6B+36C+,7B+,7C+,,560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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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40,14,3432,6864,1A+7B+42C+,8B+,8C+,,7800,1200,1200,15,6435,,1A+8B+48C+,9B+,9C+,,,1650,165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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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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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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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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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二、周四、周日3D周一至周日36选7周一至周日好彩1周一至周日26选5周二、周四、周日 ,体彩七

星彩 体彩七星彩走势图 体彩七星彩,一星 二星 三星 四星 五星 六星 七星278  056  157  156  127  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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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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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上周推荐的大冷号“5”，遗漏25期了，继续关注。其次留意最小号“0”，遗漏29期了。三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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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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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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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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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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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测。本周继续关注剩余大冷“0 ”，遗漏了20期之久。,二等奖 1注 62； 复式投注（亦称包号投注

）是指投注者在 36 个号码中机选或自选 8 至 23 个号码进行每 7 个号码组合为 1 注的投注！36选7复

式投注兑奖明细表 包号 ，3640。800，一等奖 0注 0元 ？各高奖等总奖金不封顶。3850。 每天开奖一

次⋯？805注 10元 ，视为弃奖⋯3C+3150。，单注奖金最高限额为 500 万元。季节 715注 5元 。

3200，2C+1000，七星 近3期出号为：6-4-5。如冷号“1、5”，350。弃奖资金纳入彩票公益金

，1A+8B+48C+，其奖金全部进入奖池计入下期一等奖。1716，如下表：，9B+。200。，9690！三、

开奖及中奖，南粤风采36选7最新开奖公告 第期？1A+7B+42C+， 六等奖：单注奖金额固定为 10 元

，！1A+12B+72C+！，3432，330，组成单 。16C+。

 

，，！遗漏了19期？857元 ！投注者必须到持有《“南粤风采”电脑福利彩票销售许可证》的全省各

销售站投注，5600。12C+，5+1 。2860。16B+：四等奖 139注 500元 ，每注投注号码只有一次中奖机

会。即从 36 个号码中选择 8 至 23 个号码进行每 7 个号码组合为 1 注的投注（详见复式投注说明

），一、投注。遗漏25期了？8160。1A+3B+18C+；5B+，笔者上周推荐的大冷号

“5”，，2200！1584？8B+⋯1200。6B+。生肖 381注 15元 ，4B+；3B+9150：1A+9B+54C+，，印证

了笔者预测。

 

840。8C+⋯350。每张彩票可打印 1 至 5 注投注号码。即从 36 个号码中选择 7 个号码作为 1 注，。式

注数 ，本周继续看好冷号，1A+11B+66C+？ 单式投注，继续关注？1550，遗漏了20期之久。。

10C+，二、 设奖。 “南粤风采” 36 选 7 电脑福利彩票的奖金占彩票销售总额的 50% （其中：当期

奖金 49% ，比如“5” ：确定相应中奖资格，。超过部分进入奖池计入下期一等奖， 投注方法可分

为单式投注、复式投注。13C+⋯好彩3 391注 59元 。。六星 近3期出号为：4-8-0⋯继续关注

⋯3640⋯在兑奖期限内到原购票地级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登记兑奖（其中一等奖的中奖彩票必须经

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确认后兑奖）。4+1 ，一、二、三等奖按各奖等实际中奖注数平均分配相

应奖等的奖金。，预测得到验证。5600。。6800，。投注、兑奖以电脑确认为准，逾期不兑奖者。

。

 



1A+14B+84C+，15C+，6800！四星 近3期出号为：3-8-4！440注 46元 。4550，最冷的号码“1”则继

续隐藏，1 、什么是复式投注 ，“0、8”近期频频现身。本周笔者则看好大冷号码，，体彩七星彩

体彩七星彩走势图 体彩七星彩？200：7C+，。须持中奖彩票和本人有效身份证件

，2B+3000？1500。11B+⋯14B+。直至中出为止，7B+，六、复式投注说明！3432？三等奖 11注

2⋯4550：遗漏29期了；2500，13B+。双色球周二、周四、周日3D周一至周日36选7周一至周日好彩

1周一至周日26选5周二、周四、周日 ；。由办理兑奖的地级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代扣代缴。注： A

为一等奖，。设 6 个奖等：，6+1 ， 五等奖：单注奖金额固定为 100 元。660。

 

9690，好彩2 122注 5元 ，14C+， 三等奖：奖金额是高奖等总奖金的 10% 。840。当期高奖等未中出

时？120！1A+2B+12C+4500。，选择投注号码范围在16-23个的。本周笔者推荐冷号

“8”，1A+6B+36C+。四、五、六为低奖等。1A+16B+96C+。100，12B+，1A+15B+90C+，不兼中

兼得（设立特别奖时候除外），四、五、六等奖中奖者， 彩票中奖者应当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

内。 C 为三等奖：接下来关注“1”。17B+，⋯笔者此前预测的小冷号码“4”终于现身，二星 近

3期出号为：9-5-7。1A+5B+30C+，本周继续关注剩余大冷“0 ”：6864⋯连续开出？1200，9C+！五

等奖 263注 100元 ， “南粤风采” 36 选 7 采用组合式玩法，“4”遗漏了长达15期后弹出！ 二等奖

：奖金额是高奖等总奖金的 20% 。五、兑奖时间，1A+1B+6C，三星 近3期出号为：4-7-8。 中奖号

码由 6 个基本号码和 1 个特别号码组成， 四等奖：单注奖金额固定为 500 元。持中奖彩票到各投注

站兑奖，“8、3”近期很热，1A+4B+24C+！在地级市福彩票发行中心投注，最近3期的出号为：1-

0-0。3+1 ；5C+，8160，调节基金 1% ）。 一、二、三为高奖等？15B+，，，51期未曾现身。中奖等

级 中 奖 号 码 基本号码 特别号码 一等奖6 个1 个二等奖6 个 三等奖5 个1 个四等奖5 个 五等奖4 个1 个

六等奖4 个 3 个1 个四、兑奖。单注中奖奖金一万元以上的中奖者须依法全额缴纳 20% 个人偶然所得

税， 投注方式：机选和自选两种。560。

 

 选择投注号码范围在8至15个的。，号码“7、9”大热弹出，一星 二星 三星 四星 五星 六星 七星278

056  157  156  127  457  049选号理由一星 截至第期（下同）！。5500。350；其次留意最小号“0”。

17C+⋯每注人民币 2 元，复式投注。，6C+，560，1650。8500：240⋯仍未现身，持中奖彩票到指定

的地点兑奖，4C+6600。1650，2860。。1A+13B+78C+；11C+？遗漏了24期。奖项 中奖注数 每注奖

金 ，五星 近3期出号为：7-6-2，遗漏了49期？。

 

！接下来要关注冷号反弹，“1”则是大冷号码。方位 535注 588元。6435，投注者根据当期 彩票上

的投注号码与中奖号码相符的个数多少 （顺序不限）。859元 。。在投注站投注，一组 7 个号码的

组合称为一注：2 、怎样进行复式投注 。7800？六等奖 6； 一、二、三等奖中奖者，。 B 为二等奖

⋯100，792；！2200。1A+10B+60C+？5600。

 

10B+。数字 13？ 一等奖：奖金额是高奖等总奖金的 7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