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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一周分析与推荐

重点关注小大小回补
中和值将会继续走强

一、大小分析
从大小方面来看，综合上周分析，两

大一小形态开出 3 次；全大形态开出 1
次；两小一大形态开出3 次；全小形态未
开出。下周重点推荐：大大小、小大小、
大小大，形态重点关注小大小回补。

二、奇偶分析
从奇偶方面来看，综合上周分析，两

偶一奇形态开出 2 次；两奇一偶形态开
出 2 次；全偶形态开出 1 次；全奇形态开
出2次。同时，根据上周分析，奇数共开
出12枚，偶数开出9枚。下周重点推荐：
偶偶奇、奇偶奇、奇偶偶，形态偶偶奇重
点关注回补。

三、质合分析
从质合方面来看，综合上周分析，两

合一质形态开出 4 次；两质一合形态开
出 1 次；全合形态开出 1 次；全质形态开
出1次。同时，根据上周分析，质数共开
出9枚，合数开出12枚。下周重点推荐：
合合质、质合质、合质合，形态合质合重
点关注回补。

四、和值分析
综合上周和值的出号形势来看，和值

在中大和值区域，上周和值波动较小，最
小和值出现了 10 点,最大和值出现 20
点。近期中和值将会继续走强，和值将趋
向中和值区域，且以偶和值为主。下周重
点推荐：12点、14点、16点、22点、24点，
防11点、17点。

本周推荐：1265789。回顾：第 097
期命中 749 组选，第 100 期命中 596 组
选。 ▋骏宝

据统计，双色球近 30 期开
奖中，每隔 3 期，河南彩民就收
获大奖，有时还“三连冠”。4月
9 日晚，好运提前来到，间隔 1
期后，双色球第 2017040 期蓝
球04遗漏73期后“现身”，当期
开出 13 注头奖，其中河南商丘
彩民揽入1注，奖金574万元。

据悉，这注大奖出自商丘
市睢阳区香君路与华夏路交叉
口附近的 41140974 投注站，为
5 注单式票，投注 10 元命中大
奖。4 月 11 日下午，大奖得主
李先生来到河南省福彩中心领
奖，并分享了中奖经历。

据了解，李先生购买双色
球七八年了，每期都买，但他只
采用机选投注，每期 5 注或 10
注，有时会修改蓝球号码。“之
前没中过大奖，但购彩已经成
为了习惯。”李先生说，由于蓝
球号码04已遗漏70多期，最近
5 期他一直守号 04。当天下午

空闲的时候，他路过投注站，就
进去购买双色球，按照习惯他
机选了 10 注号码，然后将蓝球
号码都改成了 04，继续期待收
获好运。

当晚开奖后，李先生第一
时间查询了开奖，蓝球号码 04
开出，他一边想着兴许能中 10
注 六 等 奖 ，一 边 核 对 红 球 号
码。然后，他惊喜地发现其中1
注与开奖号码一样，随即核对
了好多次，才确定真的中了双
色球第 2017040 期头奖，激动
得一晚上睡不着，多年的坚持
终于有了收获。

对于奖金的打算，李先生
直言，大奖来得太突然。“还没
想好，先存起来吧，等到心情彻
底平复后，再做打算。”现场，为
感恩和回馈社会，李先生为福
彩慈善基金捐出了 1 万元的爱
心款，并表示会继续支持福利
事业。 ▋钟才

机选加改号，喜中574万
河南彩民再次收获双色球大奖

对品质的追求，优秀者从不
落于人后。人生是，生活亦是。
恒大深耕阜阳进阶筑作——【恒
大御景】，精心打造更纯粹美宅、
更优越生活，为有追求的阜城人
启幕更尊荣的人生。

美不胜收，难得人居胜境
初入恒大御景，最先被征服

的就是视觉。富丽庄重的香榭
丽舍之门，以法式建筑的大气与
典雅，演绎着尊贵风范。一看就
颇有年头的两排老银杏矗立杏
荫晚径道路两旁，以穿透岁月的
沉默守护着这方净土。

园林之中，叠水景观淙淙流
淌，水之灵动轻舞浪漫；郁金香
花海里，来自异域的花之精灵吟
唱梦幻斑斓；樱花漫道花期尚未
过完，芳菲流彩，诗意浓浓……
在【恒大御景】园林里，处处可见
唯美风华。而这倾城美景的背
后，满是恒大以实力和专业献给
生活的礼赞。

再筑精品，恒大布局新城
自 2016 年入驻阜阳，世界

500 强恒大地产致力于将世界
级生活品质带给阜城人。阜阳
首盘【恒大绿洲】口碑业绩双丰
收。2017 恒大再发力，至臻品

质人居【恒大御景】落户阜合新
城。

200 余亩彩蝶湖隔路相望，
时时鲜氧环绕；3+1F墅质洋房、
花园情景洋房、瞰湖高层，美景
日日拥享；9A精工装修品质，细
节雕琢见品质真章；新风系统及
地暖，科技筑家舒享生活；更有
一级资质金碧物业，24 小时管
家式服务，呵护面面俱到……

这，就是【恒大御景】为阜阳
带来的极致奢美生活。

尊荣将启，全城仰慕于此
当前，【恒大御景】即将盛大

开盘。约 90-180㎡书香洋房，
人性化空间设计，处处精工，品
质尽现；大尺度风情露台，诗意
景观飘窗，舒享优雅时光。新品
认筹全面开启，即刻认筹可享开
盘额外99折盛惠，更有6重豪礼
钜献阜城。

【恒大御景】，以对生活的礼
赞，开启城市精英的尊荣人生！

阜阳恒大御景
即将盛大开盘
建筑面积约 90-180㎡书香

洋房 带装修 享地暖、新风系统
毗邻实验中学、文峰小学
奢装样板间、欧式园林示范

区盛装绽放 恭迎品鉴

418当天每个漂流箱平均使用1.6次

大美之城，盛启尊荣人生
——【恒大御景】即将盛大开盘

18 日傍晚，苏宁易购发布 418 战报：当
天截至 18 点，这场一年一度家电 3C 的“双
11”全渠道同比增长 287%，移动端占比
85%，苏宁易购天猫旗舰店销售同比增长
256%。

爆炸式优惠力度 消费者给力买账
5000 多个品牌联动，200 款新品首发，

这个418，苏宁易购瞄准消费者家装换新需
求，各品类品牌呈爆发式增长。

从销售情况看，高端电视、洗碗机等品质
家电及空调等应季大家电，成为“抢手货”。

不止是家装，418 当天截至 18 点，共有
328台汽车被消费者预订，奇瑞、长安、东风
风行占比超过80%。

苏宁易购卖出的最贵商品，则是上海
长宁路云店预定出的一架价值 135 万的
Comco Ikarus C42。 而 这 架 飞 机 也 带 热
了长宁路云店的销售。数据显示，该店以
单日销售超 3000 万的成绩成为“最火爆”

门店。
418期间，苏宁V购的专业化

服务让消费者们“剁手”更放心。
南京清江苏宁广场店的“最牛”V
购李骏全天卖出了248件商品，销
售金额高达 43.6 万元。在全国，
苏宁 V 购服务超过总订单数的
35%。
猫宁418一起来电
消费者“边买边玩”

除了 V 购教你如何买，还有
苏宁易购联合天猫推出的 MAX 榜单，为消
费者提供购物指南。

此外，苏宁易购携天猫推出“开光分彩”
活动，彩票在4月18日21:25开奖。

除了这些，苏宁易购还推出“加油吧！
亚冠”、“新欢来了”、花式直播、AR 一键换
新红包等诸多玩法及活动，利用苏宁平台生
态资源，让消费者“边买边玩”。
“剁手”容易收货不难
每个漂流箱平均使用1.6次

418期间，苏宁以半日达为代表的服务
产品让消费者着实体验了一把“速度与激
情”。截至 18：00，在北京、上海、广州、沈
阳、南京等 15 城，半日达配送完成率达到
97.9%，“上午买下午到”不是梦。

与此同时，苏宁物流“漂流箱计划”正式
启动，78%的漂流箱装载手机数码商品，南
京成为漂流箱使用最多的城市，418当天每
个漂流箱平均使用1.6次。

《速8》飚车
苏宁易购418飚增长：全渠道涨2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