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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才

5.25亿中奖站获奖励
福彩中心赠5万元现金

日前，位于太原市桃园四巷内的福彩

491号投注站热闹非凡。山西省福利彩票

发行中心以及太原市福彩中心为该站点

送上了5万元现金和“5.25亿元大奖幸运

投注站”的奖牌与证书，作为对该彩站中

出5.25亿元巨奖的祝贺和奖励。

据投注站业主杨先生介绍，5.25亿大

奖的中出，为投注站带来了巨大变化，“真

没想到我这个小小的投注站点能中出这

么大的奖，这段时间慕名而来购买彩票的

彩民快要把我这小小的投注站挤爆了，看

情况明年我得换个大点的房子，为彩民提

供更优质的服务。”

截止到目前，5.25亿元大奖得主仍未

现身。山西省福彩中心正在为亿元大奖得

主现身领奖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汪晓明

看好大号区回补
看好大区奖号的回补。

本期可重点看好大区奖号的

回补开出，单期重点看好开出

大区奖号2～3枚。近期大区

奖号以奇数奖号开出为主，本

期可重点看好大区偶数奖号

的开出，可看好连号在大区奖

号中产生，防范连号14、15的

开出。

1路重号是关键。上周共

开出重号6期共12枚重号，平

均每期开出重号1.71枚，本周

可防范重号的回补开出，单期

重点看好开出重号2枚左右。

本周防范1路奖号作为重号的

开出，重点看好中区奖号作为

重号的开出，重点看好温热奖

号作为重号的开出。

新号多出可关注。上周

的热号本周我们重点看好其

作为新号开出，奖号 05、06、

07 值得看好，另外奖号 03、

09、10、12这 4个奖号我们也

看好其开出的间隔周期在3期

左右，新号单期可防范开出3

个左右。近期新号呈分散开

出的趋势，本周可继续看好新

号分散开出。特别看好大数

奖号作为新号的回补开出。

同尾号不宜高看。上周

开出的7期奖号中同尾号开出

3期共三组同尾号。近期总体

上同尾号处于冷态，本周同尾

号不看好多开出。近1个月内

同尾号开出次数很稀少，本周

我们关注同尾号开出1～2期

足矣。不看好同尾号开出时，

中区奖号就值得我们重点关

注了，上周中区奖号07、09较

热，本周这两个奖号我们继续

关注，另外08、09、10这三个

奖号我们也需要重点关注，单

期我们可以看好中区奖号开

出3个左右。特别是奖号10

当前遗漏23期未开出，近期可

重点防范该奖号的回补开出。

复式推荐：01、04、05、
07、08、10、12、13。

冷剑

男子玩“连环夺宝”顺手买中561万大奖
凭一张“9+1”复式中双色球头奖 自称兑奖后要为公益事业做贡献

双色球在上周三期开奖中，三区红

球出号和之前三期出号数总的小有变

化：一区出8个号，二区出7个号，三区出

3 个号，三区比改变为 8：7：3。相比上三

期，一区出号增加，二区增加，三区出号

大减，形成陀螺型模式，比较特别。

溯上分析，红球出号一区增加，二区

增加，三区减少；上次提醒的二三区间号

码会变化，需要盯防，得到应验；后面三

区号码可能会有变化，应加以关注。本

周三期红球号码很可能会在一三区变

化，彩民朋友可以重点盯防三区。

奇偶方面：和上三期比较，红球三

期奇偶出号总的有变化，和上上周不一

样，奇号出号变为强势，上周预测准确；

三期开出 12：6 的比例，其中奇号相比上

周多出，比较一般。后面这种比例可能

会继续，奇号还有望热出，彩民不妨有所

准备。

和值方面：上周三期开出的红球号

码小号热出，和值差别较大，整体偏小。

上次预测出小的情况有出现；大的为

114，中的 96，小的 76；号码波动较明显，

后面可能会走大。

头尾方面：上周提醒的打头情况

“01”有出现，收尾预测“32”有出现。本

周有“02”、“03”打头的可能，收尾看好大

数“31”、“33”。

蓝球方面：上三期开出的三个蓝号

都是热号，和上周有重号，号码两小一

大，两偶一奇，提醒号“03”有开出；后面

值得注意蓝球热号“04”、“07”、“16”和冷

号“12”、“09”、“05”。

红球开出的大都是温热号，特别热

的是“01”、“09”、“10”、“14”、“15”、“28”、

“29”、“32”，有多个号码出现两次甚至三

次，比较一般。目前最大遗漏是 28 期的

04，基本都是温热号，请彩民结合专家推

荐加以注意。重号、同尾号、相邻号作为

重要参考依据。

号码推荐：红球02、03、04、13、18、24、

25、28、31、33，蓝球04、07、12、16。弓长

头尾看好单数 蓝球重防1路

双色球隔三分析

凭“9+1”意外中奖561万元

李先生接触中福在线“连环夺宝”

游戏时间不长，但已成为忠实粉丝。这

次他在玩“连环夺宝”游戏的同时，顺便

购买了一张双色球“9+1”复式票，竟然

中得了1注555万元超值一等奖和一些

固定奖，总奖金达561万元，这让销售厅

的其他玩家看傻了眼。

据李先生介绍，买彩十年来，他一

直都以复式的方式进行投注，他觉得复

式投注中奖率高，一旦中奖，就可中一

连串的奖项，硕果累累。

李先生说：“我守这组复式号码二

十多期，期间中过许多大大小小的奖

项，没想到幸福来得太突然了，这次来

玩中福在线却中了双色球超值一等奖，

真是意外的惊喜。”

兑奖后想为公益事业做贡献

李先生回忆说，9月28日，他在朋

友的陪同下去了沈阳市一家中福在线

销售厅玩“连环夺宝”游戏。玩到下午5

点多，有些疲惫的他准备回家吃晚饭，

临出门前在吧台投注了一张双色球“9+

1”复式票，这次看似顺便的举动为他斩

获大奖埋下了伏笔。

第二天，李先生下班途中再次经过

这家销售厅，看到销售厅的大门口立起

了彩虹门，条幅上赫然写着：祝贺本销

售厅中出双色球超值一等奖！他走进

大厅，本想沾沾喜气，却发现自己投注

的那组“9+1”复式号将当期的7个开奖

号码“一网打尽”，原来大奖得主居然是

自己！突然而至的幸福让李先生有些

发蒙，最终他还是强作淡定地回家了。

对于这笔奖金的使用计划，李先生

笑着说：“我和老婆商量过了，孩子毕竟

还小，我们俩准备把一部分钱存起来作

为孩子的教育资金。我也将尽自己的

微薄之力，准备捐出一部分奖金，为公

益事业做一点贡献。”

和 值 方 面 。 上 周 （2014270

期-2014276 期，下同），依次开 14 点，14

点，19点，10点，10点，24点及10点，总点

数为 101，平均值为 14。目前，遗漏稍长

的和值有：和值 0，遗漏 1556期；和值12，

遗漏 29 期；和值 13，遗漏 42 期；和值 18，

遗漏 48 期。近期出号偏少的和值有：和

值13。综合考虑，推荐和值13。

形态方面。 1）大小：上周依次开

出：小大大，小大小，小大大，小大小，小

大小，大大大，小大小。大小号比例为

11:10。目前，大小形态中遗漏期数稍长

的有：“大大小”，遗漏 10 期；“大小大”，

遗漏 18 期；“大小小”，遗漏 7 期；“小小

大”，遗漏 38 期；“小小小”，遗漏 13 期。

近期出号偏少的有“小大大”。综合考

虑，推荐“小小大”。2）单双：上周依次开

出：双单单、单单双、双单双、单单双、单

双单、双单单、双双双，单双号比例为11:

10。目前单双形态中遗漏稍长的有：“单

单单”，遗漏 12 期；“单双双”，遗漏 7 期；

“双双单”，遗漏8期。近期出号偏少的有

“双单双”。综合来看，推荐“双单双”。

“除三余”方面。上周依次开出 212

路、002路、112路、010路、001路、201路、

100 路。 0 路、1 路、2 路号码的出号比例

为 9:7:5。目前，遗漏间隔率超过 2 倍的

有：0-0-0路，遗漏41期；0-2-0路，遗漏

52期。

定位单选复式方面。5x5x5复式中，

“04579-04579-04579”遗漏 53 期，推荐；

“34568-34568-34568”遗漏46期，密切关

注，推荐；此外，“01348-01348-25679”遗

漏44期，密切关注；“04678-04678-12359”

遗漏45期，密切关注。

组选复式方面。组选六 4个号复式

暂无冷态；组选六 5 个号复式“04579”、

“01569”遗漏86期以上，密切关注，推荐；

组选六 6 个号复式“015679”遗漏 50 期，

密切关注。

本周重点关注

和值：13

形态：“小小大”、“双单双”

单选复式：“04579-04579-04579”、

“34568-34568-34568”

组选复式：“04579”、“01569” 小马

和值关注13点 看好小号回补

3D一周出号解盘

中学教师买3D斩获5.2万
10月8日，一男子兴冲冲地拿着一张

彩票来到甘肃省陇南市彩票中心，询问兑

奖方式，工作人员一面热情接待中奖者，

一面通过兑奖，证实该男子以这张直选50

倍倍投彩票投中福彩3D游戏第2014263

期大奖，奖金5.2万元。出奖站点是陇南

市武都区中山街62262125号站。

据了解，该男子是一位中学教师，生

平除了教书育人之外，还有一个爱好就是

购买福利彩票，他说自己闲暇时总去福彩

投注站溜达，喜欢与其他彩民谈论走势或

聊聊家常，买彩票对他来讲第一是献爱

心、第二就是寻找乐趣。他说自己最喜欢

“3D”，收获的小奖不断，但像这样中奖让

他很意外。 钟才

9月28日双色球第2014112期开奖，全
国爆出16注一等奖，单注奖金555万元。这
16注一等奖中，有1注出自辽宁省沈阳市一家
中福在线销售厅，中奖彩票是一张“9+1”的复
式票，不仅中得1注超值一等奖，还中得了一些
固定奖，总奖金达561万元。近日，中奖彩民
李先生前来领奖，并与大家分享了中奖故事。

15选5一周买点

“快3”出号三日回顾
10月9日～11日，“快3”玩法累计开

奖 240 期。三日开奖中 11*开出 21次，

33*开出15次，66*开出23次，13*开出41

次，16*开出38次，36*开出31次。号码2

开出次数最少，为110次。

和值方面，三日累计开出次数最多为

和值12，30次，和值9，11次之，均为29

次；和值3、18最少，均为1次。

组合分布方面，二不同号开出最多是

13*，41次；最少是25*，27次。二同号开

出最多是66*，23次；最少是55*，13次。

三不同号开出最多是号码123，11次；最

少是号码356、346、256、246、145、235，均

出现5次。三连号累计开出34次，其中出

现次数最多是号码123，11次。三同号累

计开出10次，其中号码444开出次数最

多，4次；未遗漏三同号出现。 卢金涛

我省彩民今年已中双色球头奖39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