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钟才

“机选的号码有上期开出的蓝球
‘15’，他本来想不要的，谁知我手快已经
出票，当时我还有点内疚，现在想幸亏当
时手够快，否则这千万大奖就没了!”3月
24日晚，双色球进行第16033期开奖，全
国仅爆出2注1000万元头奖，其中1注落
户广州海珠区赤岗大塘440100163投注
站。上周五上午，亲手打出大奖彩票的销
售员透露了背后不为人知的细节。

安徽福彩订阅号正式上线

啦，每个工作日及时推送中奖

信息和重要活动内容，请广大

彩友扫描二维码加入官方安徽

福利彩票订阅号！

广州彩民10元机选揽奖1000万

建议关注二、三区组合

双色球一福断蓝

上周期回顾：上周期三个蓝号齐

刷刷出现 15，打乱了蓝球开出的思

路，三个 15 连续出现，这种三坐号情

况极其罕见，加之往前倒推两期，仍然

是 15，弥补了四区这一段时间的空

白，这让彩民朋友无从下手。因而本

周期的分析就要另辟门路，不能按传

统的断蓝方式去分析。

随着上周期单注千万大奖的开

出，双色球奖池也在迅速爬升，奖池累

积资金已达到 3.88 亿元，高奖池的时

候彩民朋友就可以采用复式和倍投的

方式来赢取，但蓝球很关键哟，一号之

差奖金就冰火两重天。但我们也一直

提醒广大彩民朋友理性投注：“中奖是

爱的回报，不中奖是爱的奉献”。

下周期推荐：
区间上，上周期，由于三枚蓝球合

体为一，因而四区便热闹了起来，从本

周期来看，大幅度跨越可能性不大，因

而二、三区便成了本周期内的重点关

注区域，我们建议彩民朋友关注二、三

区组合。

单双方面，在上周期我们这样说

过，单号强势过后，总有落幕的那一

天，因而我们本周期内仍然建议关注

“两双一单”。

“012路”方面，连续6期的0路让

彩民朋友无论如何要调转方向，本周

期建议彩民朋友关注2路号码。本周

期给彩民推荐双色球蓝号如下心水号

码：02、06、07、08、10、11、14，推荐仅供

参考。 一福

双色球喜喜看红

关注1路号码以及小号区号码热出
上期分析看好奇数号码多出，只有

一期开出了 4 个奇数号码，其他两期是

奇偶号码持平，未来我们继续看好奇数

号码多出。另外上期看好连号 17-18、

21-22均开了出来。那么未来有哪些买

点值得我们关注呢？这里分析几点供

彩民朋友参考，投注风险自负。

看好1路号码多出。前3期0路号

码开出最多，共 10 个号码，2 路号码共

开出6个，这样1路号码只开出两个，还

是在 2016034 期开出的，因此未来几期

我们看好1路号码能够多出。看好的1

路号码有 01、07、10、19、25、31 等，可防

的号码有 13、16、22 等。另外近期我们

也可以防 2 路号码会多出一点，号码

05、11、26 等较为看好，0 路号码一般可

以控制在 3 码以内了，1 至 2 码为佳，看

好的号码有09、12、30等。

重点设防冷号01、32。号码32已经

遗漏22期了，为当前遗漏期最长的红球

号码，近期3字头号码开出很少，前7期只

有33开出过一次，短期内我们看好号码

32的开出，另外号码31也很看好。号码

01遗漏14期，前些期小号区号码开出不

多，未来我们看好小号区号码能够多出，

当然号码01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另外小

号区的其他号码02、05、07均遗漏10期，

近期要防一下这几个号码，小号区的其他

号码 09、11 也遗漏多期了，近期比较看

好，这样看来，小号区号码近期多出的可

能比较大。较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号区

多次开出4至5个号码，而大号区也是8

期没有开出 3 个及其以上的号码了，我

们近期在关注小号区号码多出的同时，

也要设防大号区会单期开出3到4个号

码，大号码25、26、30、31、32比较看好。

热号码依然看好。前些期开出的

热号码比较多，不少号码都是在间隔一

两期后就开出了，也有号码坐号的，近

期我们看好 10、12、14、19、26 等刚开出

不久的号码会有号码热出，特别是号码

12、14、19前些期比较热，未来可以继续

重点关注。2016033期、034期双色球开

出的都是单注1000万元的头奖，这里附

带说一下，未来蓝球可能回归到 2 路号

码上来，彩民朋友一定要把握机会。

红球13码推荐：01、05、07、09、10、

11、12、19、22、25、26、30、31。 喜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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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资讯

近日，安徽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官
方网站（www.ahfc.gov.cn）登录引擎全
新亮相。这也是安徽省福彩中心在对
以往网站浏览大数据进行深入分析，对
彩民和网友关注度高的福利彩票玩法
开奖数据，福彩资讯和双色球奖池等方
面内容，给予特别关注。

同时结合当今社会网站流行的引

擎搜索模式，推出全新的安徽福彩网登
陆引擎，以冀更好服务彩民，方便网友
快捷浏览。如果需要进一步浏览网站
全部内容，点击“进入首页”即可打开主
页；或者直接点击“快讯”标题，阅读感
兴趣的福彩资讯；点击下列玩法 LO-
GO，进入该玩法专题版块；欢迎广大彩
民朋友上网体验。 盛文

安徽福彩网登录引擎全新亮相

中奖故事
全国仅2注1000万

3月24日晚，双色球进行第16033期
开奖，摇出的中奖号码为：红球“06、17、

18、20、27、29”；蓝球“15”。红球大号占
优，开出多达5枚，“27”为前一期重号，同
时开出一组连号“17、18”，一组同尾码

“17、27”；蓝球开出上期重号“15”，六等
奖仅中出480多万注。

当 期 一 等 奖 中 出 2 注 ，单 注 奖 金
1000万元，分落广东、甘肃。当期二等奖
中出 119 注，单注金额 24.5 万多元，其中
浙江中出 20 注，成为全国中出最多二等
奖的地区，广东中出 17 注，河南中出 10
注，其他地区中奖注数均在8注以下。

奖主曾想弃号重选

记者从广东省福彩中心获悉，广东新
鲜出炉的千万头奖落户广州，中奖彩票是
一张10元5注机选单式票，由海珠区大塘
聚德中路440100163投注站售出。

上周五上午，广州市福彩中心工作
人员携舞狮队来到中奖站点庆功，向站
点颁发了一等奖中奖奖牌，并向业主及
销售员送上 8000 元奖励金。现场锣鼓
喧天，雄狮劲舞，吸引了众多街坊围观，
业主早早挂起了大红喜报条幅，还自掏
腰包向现场彩民大派双色球彩票。

据亲手打出大奖彩票的销售员透
露，从接近上午11时的出票时间判断，中
奖者应是该站的常客，这大奖还差点被
他“拒收”。原来他当天来到投注站，先
是拿出上期彩票兑奖，中了10元小奖，要
求再机选一张，销售员手快就点了出票，
中奖者当时还埋怨:“怎么打这么快!”原
来他看到最后 1 注有上期开出的蓝球

“15”，本来想另选的，想不到正是这注号
码，为他带来了千万巨奖！

亳州小伙
首次买彩中18万

小周（化名）是个普通的个
体户，从没买过彩票，但最近与
福彩双色球的一次偶然的邂逅，
竟让他迎来187744元。

3 月 22 日下午收起生意后，
他像往常一样溜达路过亳州市涡
阳县店集镇的 34173045 号福彩
投注站时，看到屋内挤满人，不知
道都在干什么，好奇心使他走了
进去，销售员热情地说：“快三正
在开展加奖活动，大家都在玩，不
妨试试手气，”于是他随意机选了
几注快三玩了一会，可能是头一
次玩，战果不佳，临走时又机选了
5 注双色球号码，收好彩票后便
离开了投注站。

第二天早上，还躺在被窝里
的小周睁开眼第一件事就是拿出
手机查看前一天的双色球开奖号
码，“08 、12 、14、15 、21、27”，双
色球2016032期双色球开奖的红
球号码竟与自己机选的第二注
号码完全一致，他连忙爬起来跑
到彩票站，确认自己中得的是一
注二等奖后，小伙子喜出望外，
高兴得合不拢嘴。 程留新

铜陵小伙获
“连环夺宝”5万元

近日，铜陵彩民中大奖喜讯
不断。3月20日，铜陵一彩民喜
中双色球头奖 647 万元；3 月 21
日，该市中福在线义安大道销售
厅彩民中出“连环夺宝”游戏全
国累积奖 25 万元；3 月 23 日，该
市另一个中福在线销售厅——
淮河大道销售厅又传来喜讯，一
彩民在玩“连环夺宝”游戏时，以
5 注每注 100 分的投注方式，在
游戏第三关时拍出 15 颗钻石，
获奖金5万元！

据了解，80后小张（化姓）算
是中福在线的新彩民，空闲时常
到淮河大道中福在线销售厅玩

“连环夺宝”游戏。3 月 23 日下
午，小张又来到该厅并充了一张
200 元的投注卡后坐在 20 号终
端机前玩起“连环夺宝”游戏，他
以每注 60 分投注 5 注的方式参
与游戏第一关和第二关，当进入
到游戏第三关时，经朋友提醒，
小张将每注分值由 60 分改成
100 分继续玩，没想到刚改过没
一会，屏幕上突然出现 15 颗钻
石，显示500万分，小张获奖金5
万元！ 丁玉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