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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彩民首次合买中759万元头奖
自称中奖号码是通过研究近期开奖号码走势选出来的

3月13日，中得双色球第2013028

期 1注一等奖、3注二等奖的贵州省黔

东南州一彩民来到该省福彩中心兑奖，

兑取759.89万元的奖金。

据悉，获得759.89万元大奖的是两

位合作购彩的男士，其中一位姓李，一

位姓陈。李先生介绍：“我们这次购买

的是7+4复式票，投注额56元，是我们

两人第一次合作，不曾想这第一次合作

就中了大奖。”据两位中奖者透露，他们

都是双色球的铁杆彩民，自贵州省销售

双色球起，就一直坚持不断地投注。喜

爱双色球彩票的原因归纳起来有两点：

一是因为游戏好玩，二是购买双色球彩

票既可以献爱心，又有中大奖机会。

据了解，购彩当天，李先生去位于

镇远县青溪镇新街阳光旅社隔壁的福

彩投注站购买双色球彩票。在研究了

近期号码走势后，他选出了8个号码，

但是有些不确定，正在犹豫时，看到坐

在旁边选号的陈先生，已选好 7 个红

球、4 个蓝球，但陈先生在投注时，又

划去了其中两个蓝球，组成一注 7+2

号码。当时李先生就拉住陈先生问：

“陈哥，怎么把两个蓝球拿掉了，万一

要是中了怎么办？”陈先生说：“减少点

投入，我对这两个号码没有太大把握，

怎么，你有什么好想法？”李先生说：

“要不你蓝球4个全买了，把红球里的

31拿掉换成 14，我们一起买，如果中

奖了就平分！”陈先生爽快地说：“好

啊，就这么办！”随后两人兴冲冲地购

买了这注 7+4 号码，就此拿下了 759

万元大奖。

开奖次日，李先生把彩票拿到投注

站，让销售员通过投注机自动扫描，一

看彩票中奖了，不仅有一等奖，还中了3

注二等奖、6注三等奖和18注四等奖，

总奖金高达759.89万元。李先生立即

拿起手机给陈先生打电话，告诉他合买

的彩票中奖了，让他到投注站来。陈先

生来到投注站后，拿着彩票又核对了两

遍。确认中奖后，俩人一商量，就决定

立即到省福彩中心把奖兑了。

钟才

一注推荐194。本周看好号码 194

的理由如下：1、号码9、4看好。号码9已经

10期没有开出了，近期可以大胆用这个号

码为胆码进行胆拖式投注，百位9遗漏26

期，十位9遗漏18期，个位9遗漏10期，因

此从每个位置上都看好号码9出号；百位号

码4遗漏17期，个位号码4遗漏19期，出号

的可能也很大。2、跨度8。近期大跨度7、6

开了出来，那么大跨度8已经遗漏14期了，

号码0近期不看好，那么08组合就不看好

了，这样只有19组合了，关注194、195、196、

197，而194要看好一点。3、小大小形态。

小大小直选本次遗漏12期，近期看好“小大

小”组合，而194则在其中。

和值17、20看好。和值 17 当前已

经遗漏88期，历史最大遗漏61期，也就

是本次创下了新的纪录，我们期待和值

17 能够尽早开出，和值为 17 的号码不

多，单式看好 179、359、368、458、467 组

选。和值20虽然是个较大的和值，但已

出的频率还是比较高的，尤其是不出便

罢，如果开出一般不久就会复出，当前

已经遗漏18期，上次遗漏27期，近期可

以关注这个和值，组选号码 479、569 可

以重点关注。另外和值 15、16、19 的遗

漏期也较长，近期可以设防。

212路直选可以设防。212 路直选

已经遗漏 185 期了，历史最大遗漏 151

期，近期0路号码比较热，断号的可能不

是很大，但是设防跟守 212 路直选还是

很有价值的，212路全复式为258//147//

258，单式 248、542、548、845、872、812 比

较看好。另外，近期有几组二码直选遗

漏期太长值得关注，即95*：遗漏652期，

单式看好 951、953、956、958；*91：遗漏

462 期 ，单 式 看 好 091、491、591、691、

791；5*1：遗 漏 453 期 ，单 式 看 好 531、

541、581、591直选。

单式推荐（13073期至13079期）：

194、164、691、197、647、591、541、497、

694、542、548、872、956、958、248。（上期

荐中831直选） 喜喜

喜喜３Ｄ一周解析

看好“194”出两至三码

彩评专家来肥授课
“快3”游戏合肥上市以来，销量稳步提

升，现已成为合肥彩市“新宠”。3月20日上

午，合肥福彩组织全市“快3”站点进行了新

一期“快3”游戏培训会，共有300多家站点

参与了培训。合肥福彩希望通过新一轮的

系列培训，解决站点销售中存在的问题，以

确保“快3”游戏在全市的持续健康发展，实

现新的突破。

本次培训由南京著名彩评师仲建华授

课。仲老师现场采用幻灯片、问答互动、列举

实例等方式，全面而细致讲解了“快3”游戏基

础投注知识、营销知识、站点常见问题等，具

有很强的理论性和可操作性，尤其是针对投

注技巧更是耐心解说，参训人员听得认真、记

得仔细，兴趣浓厚，现场气氛活跃。 益扬

“快3”风靡亳州市
福彩新秀“快3”自2月22日在亳州上市

以来，以它的“高返奖，易中奖，超简单，快开

奖”的优势迅速蹿红亳州彩市。

亳州福彩34170111站点销售员“抱怨”

说，自“快3”上市后，每天打票手都麻了，但

脸上的笑容却很灿烂。位于光明小区的

34170025站点销售员管影介绍，刚开始彩

民不太熟悉，销售不是太理想，于是我带头

主攻“和值、二不同”投注，让他们先中奖。

同时每天都把前一天的“豹子号、三不同号、

二不同号、对子号、三连号”的遗漏写出来，

供彩民参考。现在彩站奖销两旺，彩票站的

废票到了晚上满地都是。 王伟

“快３”快报

一彩民“美梦成真”喜中8万
3月6日，太和县彩民李先生（化姓）刮中

福彩刮刮乐“美梦成真”80000元头奖，这是

阜阳市第三个“美梦成真”头奖。

福彩8万元大奖得主李先生是太和县倪

邱镇本地人，平时喜欢买福利彩票，尤其是

双色球，期期必买。李先生购彩很理性，每

期投入并不多，每次到站点他都是先买10元

钱的双色球，再买10元钱的刮刮乐。

3 月 6 日，李先生来到镇上的福彩

34105103号投注站，看看双色球走势图，研

究开奖号码，又与彩民们闲谈一通。然后照

例买了10元的双色球后，又买了5张刮刮乐

“美梦成真”，坐下来享受刮奖的乐趣。

李先生的运气不错，5张“美梦成真”刮

完时，他共中了6元小奖。他意犹未尽，又换

了3张“美梦成真”，当刮到第二张时，刮出了

“95、98、82”三个大号，这是一组陌生的号

码，李先生心想：是不是要中大奖啦？当他

进行比对时，发现刮出的“82”这一号码下方

对应的正是80000元奖金，没想到这下真的

“美梦成真”了。 沈富

对近三期红球开奖号综合特点分析

如下：重复号近三期开出4枚，较前三期

出号上升，近十期重复号出号回暖，预计

后期重复号保持。近三期五期内的热码

出号情况分别是2、6、3，较前期出号上升，

三期 18 个红球中五期内的号码出现 11

个，后期预测五期内号码出号小幅波动。

全距方面，近三期红球开奖号码的全距分

别为27、23、21，较前期全距均值上升，近

三期全距振幅较上周加大，近周期全距走

势小幅波动，后期预防全距波动加大。

近三期同尾数开出2组，一组三同尾

及一组二同尾，出号较前期下降，近三期

同尾号走势降温，后期同尾保持的可能性

较大。AC值方面，近三期的比值是8、6、

8，较前三期 AC 值均值下降，近期 AC 值

走势较前期小幅调整，预计后期AC值不

会有大的波动。

近三期和值依次为94、119、99，和值

均值较前三期回升；近周期和值走势较平

缓，三期和值总均值约为104，较前三期和

值均值上升 14 个点，均值走势较前期上

升。三期和值均值超平均值(102)2个点，

和值走势较前期平稳。近三期和值振幅

为25，较前期缩小，近周期和值走势平稳，

后期认为和值基本稳定在均值附近。

质合方面，三期质数出号情况分别为

4、2、2；质合比为8：10，较前期质数出号上

升，质数走势起伏加大。连号方面，近三

期连号开出3组连号，其中一组三连号，

出号较前期下调，连号后期趋平稳。

依据蓝球图表四区排列分析：近三期

蓝球依次开出12、6、3，一大两小，一单两

双组合，“012”路出号：全0路。近期蓝号

步长较前期加大 ，后期可适当调整加大

步长的选择。从四区分布看，出号较均

匀，后期建议小号可作为重点关注。

近期推荐：03、04、07、12、15、16、19、

20、21、25、28、29+04、05、08、09。 杨柳

红球均匀出号 蓝球关注小号
双色球一周推荐

上周三期双色球（2013 年 3 月 14 日

的 2013029 期、3 月 17 日的 2013030 期、3

月19日的2013031期），全国共中出29注

一等奖，因三期奖池都过亿，注注超值，

单注奖金都超650万。相比上周，头奖

出奖数量增加，期平均近10注，单注奖

额不一，低的在655万，最高的777万。

上三期奖池蓄水起伏不大，三期都在1

亿元之上。三期销量同上周相比总体上

涨，低的在3.65亿之上，最高一期突破4

亿，为4.05亿元。

双色球上三期开出29注头奖，单注

奖金最低的655万，最高的777万。奖池

蓄水三期都过亿元，全国销量分别为

3.67亿、4.05亿和3.65亿元。

上三期二等奖开出738注，相比上

周数量增加；单注奖额不一，悬殊较大，

低的 6.1 万，高的 20.7 万元。具体为

2013029期出 473注二等奖，单注奖金

61320元；2013030期出二等奖140注，

单注奖金207839元；2013031期二等奖

出125注，单注奖金186366元。上三期

三等奖共出 6609 注，单注固定奖金

3000元。

上三期双色球开奖中，我省彩民有

所收获，共中得1注一等奖和24注二等

奖。在2013029期，我省彩民中得15注

6.1万元的二等奖；在2013030期，我省

彩民中得7注20.7万元的高额二等奖；

在2013031期，我省彩民中得1注655万

元一等奖和3注18.6万元的二等奖。另

外，我省彩民还中得226注三等奖，单注

奖金3000元。 弓长

上周开奖全国中29注头奖

我省彩民擒1注头奖24注二等奖

双色球一周开奖亮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