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UID 与8月20日中奖数列比对 序号 UID 与8月20日中奖数列比对 序号

***55690 后四位匹配 1 ***81790 后两位匹配 76

***3690 后三位匹配 2 ***99490 后两位匹配 77

***2690 后三位匹配 3 ***53390 后两位匹配 78

***42690 后三位匹配 4 ***03590 后两位匹配 79

***70690 后三位匹配 5 ***83290 后两位匹配 80

***68690 后三位匹配 6 ***19490 后两位匹配 81

***38690 后三位匹配 7 ***39890 后两位匹配 82

***06690 后三位匹配 8 ***27090 后两位匹配 83

***88690 后三位匹配 9 ***00590 后两位匹配 84

***40690 后三位匹配 10 ***64790 后两位匹配 85

***298690 后三位匹配 11 ***06090 后两位匹配 86

***181690 后三位匹配 12 ***40390 后两位匹配 87

***888690 后三位匹配 13 ***39390 后两位匹配 88

***651690 后三位匹配 14 ***08790 后两位匹配 89

***873690 后三位匹配 15 ***07290 后两位匹配 90

***091690 后三位匹配 16 ***48790 后两位匹配 91

***090 后两位匹配 17 ***47490 后两位匹配 92

***190 后两位匹配 18 ***54390 后两位匹配 93

***6290 后两位匹配 19 ***09790 后两位匹配 94

***6890 后两位匹配 20 ***04390 后两位匹配 95

***1590 后两位匹配 21 ***68190 后两位匹配 96

“ANT系列——HT乐多第2期”结果公示



***2390 后两位匹配 22 ***85490 后两位匹配 97

***0090 后两位匹配 23 ***13890 后两位匹配 98

***3290 后两位匹配 24 ***68490 后两位匹配 99

***1090 后两位匹配 25 ***95390 后两位匹配 100

***6090 后两位匹配 26 ***17890 后两位匹配 101

***1790 后两位匹配 27 ***15790 后两位匹配 102

***6490 后两位匹配 28 ***53190 后两位匹配 103

***8490 后两位匹配 29 ***96790 后两位匹配 104

***6290 后两位匹配 30 ***37490 后两位匹配 105

***3390 后两位匹配 31 ***44990 后两位匹配 106

***1390 后两位匹配 32 ***03190 后两位匹配 107

***6890 后两位匹配 33 ***67490 后两位匹配 108

***0490 后两位匹配 34 ***37790 后两位匹配 109

***4890 后两位匹配 35 ***02390 后两位匹配 110

***3090 后两位匹配 36 ***85290 后两位匹配 111

***15890 后两位匹配 37 ***71590 后两位匹配 112

***37790 后两位匹配 38 ***51490 后两位匹配 113

***58390 后两位匹配 39 ***58990 后两位匹配 114

***64490 后两位匹配 40 ***209390 后两位匹配 115

***87090 后两位匹配 41 ***035390 后两位匹配 116

***40590 后两位匹配 42 ***578590 后两位匹配 117

***43390 后两位匹配 43 ***569190 后两位匹配 118

***01890 后两位匹配 44 ***611090 后两位匹配 119

***26990 后两位匹配 45 ***154490 后两位匹配 120



***97990 后两位匹配 46 ***960490 后两位匹配 121

***54490 后两位匹配 47 ***117790 后两位匹配 122

***58990 后两位匹配 48 ***616290 后两位匹配 123

***04790 后两位匹配 49 ***867590 后两位匹配 124

***68390 后两位匹配 50 ***204490 后两位匹配 125

***23190 后两位匹配 51 ***205390 后两位匹配 126

***83990 后两位匹配 52 ***296890 后两位匹配 127

***25490 后两位匹配 53 ***551290 后两位匹配 128

***34290 后两位匹配 54 ***959590 后两位匹配 129

***64890 后两位匹配 55 ***188990 后两位匹配 130

***75590 后两位匹配 56 ***929090 后两位匹配 131

***97190 后两位匹配 57 ***383790 后两位匹配 132

***56190 后两位匹配 58 ***212190 后两位匹配 133

***12990 后两位匹配 59 ***427990 后两位匹配 134

***75990 后两位匹配 60 ***449790 后两位匹配 135

***85290 后两位匹配 61 ***457390 后两位匹配 136

***04490 后两位匹配 62 ***571990 后两位匹配 137

***07490 后两位匹配 63 ***093890 后两位匹配 138

***21890 后两位匹配 64 ***449190 后两位匹配 139

***98590 后两位匹配 65 ***635890 后两位匹配 140

***32990 后两位匹配 66 ***829490 后两位匹配 141

***92490 后两位匹配 67 ***891990 后两位匹配 142

***51590 后两位匹配 68 ***894790 后两位匹配 143

***98290 后两位匹配 69 ***938890 后两位匹配 144



***82890 后两位匹配 70 ***80 后一位匹配 145

***35190 后两位匹配 71 ***10 后一位匹配 146

***54390 后两位匹配 72 ***20 后一位匹配 147

***11590 后两位匹配 73 ***800 后一位匹配 148

***57990 后两位匹配 74 ***200 后一位匹配 149

***51590 后两位匹配 75 ***310 后一位匹配 150

UID 与8月19日中奖数列比对 序号 UID 与8月19日中奖数列比对 序号

***13319 后三位匹配 1 ***786219 后两位匹配 51

***36319 后三位匹配 2 ***898719 后两位匹配 52

***640319 后三位匹配 3 ***916519 后两位匹配 53

***053319 后三位匹配 4 ***947719 后两位匹配 54

***132319 后三位匹配 5 ***249 后一位匹配 55

***499319 后三位匹配 6 ***669 后一位匹配 56

***816319 后三位匹配 7 ***239 后一位匹配 57

***6019 后两位匹配 8 ***059 后一位匹配 58

***6819 后两位匹配 9 ***3979 后一位匹配 59

***66819 后两位匹配 10 ***0289 后一位匹配 60

***01619 后两位匹配 11 ***4869 后一位匹配 61

***01819 后两位匹配 12 ***9779 后一位匹配 62

***24019 后两位匹配 13 ***6199 后一位匹配 63

***66019 后两位匹配 14 ***2689 后一位匹配 64

“ANT系列——ANT乐多第3期”结果公示（阳光奖：1.2246 ANT / 每人）



***75919 后两位匹配 15 ***8949 后一位匹配 65

***87419 后两位匹配 16 ***2559 后一位匹配 66

***59119 后两位匹配 17 ***6499 后一位匹配 67

***65919 后两位匹配 18 ***62909 后一位匹配 68

***11919 后两位匹配 19 ***70969 后一位匹配 69

***58219 后两位匹配 20 ***13179 后一位匹配 70

***65919 后两位匹配 21 ***47979 后一位匹配 71

***89719 后两位匹配 22 ***83939 后一位匹配 72

***241419 后两位匹配 23 ***51789 后一位匹配 73

***755619 后两位匹配 24 ***69229 后一位匹配 74

***287619 后两位匹配 25 ***04379 后一位匹配 75

***744819 后两位匹配 26 ***43049 后一位匹配 76

***635719 后两位匹配 27 ***17969 后一位匹配 77

***642619 后两位匹配 28 ***61129 后一位匹配 78

***643019 后两位匹配 29 ***73939 后一位匹配 79

***705919 后两位匹配 30 ***02159 后一位匹配 80

***743119 后两位匹配 31 ***53959 后一位匹配 81

***442219 后两位匹配 32 ***54429 后一位匹配 82

***542919 后两位匹配 33 ***64679 后一位匹配 83

***464019 后两位匹配 34 ***58769 后一位匹配 84

***146919 后两位匹配 35 ***34249 后一位匹配 85

***362119 后两位匹配 36 ***58979 后一位匹配 86

***827419 后两位匹配 37 ***34189 后一位匹配 87

***051119 后两位匹配 38 ***43169 后一位匹配 88



***092519 后两位匹配 39 ***56069 后一位匹配 89

***093419 后两位匹配 40 ***39999 后一位匹配 90

***094219 后两位匹配 41 ***79849 后一位匹配 91

***097719 后两位匹配 42 ***12629 后一位匹配 92

***131619 后两位匹配 43 ***37859 后一位匹配 93

***141619 后两位匹配 44 ***49149 后一位匹配 94

***169919 后两位匹配 45 ***64209 后一位匹配 95

***187219 后两位匹配 46 ***00849 后一位匹配 96

***230819 后两位匹配 47 ***38069 后一位匹配 97

***326419 后两位匹配 48 ***22769 后一位匹配 98

***354419 后两位匹配 49 ***43099 后一位匹配 99

***698119 后两位匹配 50 ***24989 后一位匹配 100

UID 与8月18日中奖数列比对 序号 UID 与8月18日中奖数列比对 序号

***68557 后三位匹配 1 ***692957 后两位匹配 51

***477557 后三位匹配 2 ***695057 后两位匹配 52

***951557 后三位匹配 3 ***788957 后两位匹配 53

***18757 后两位匹配 4 ***857157 后两位匹配 54

***33157 后两位匹配 5 ***894957 后两位匹配 55

***19157 后两位匹配 6 ***993757 后两位匹配 56

***07357 后两位匹配 7 ***467 后一位匹配 57

***07657 后两位匹配 8 ***917 后一位匹配 58

“ANT系列——ANT乐多第2期”结果公示（阳光奖：1.0140 ANT / 每人）



***35457 后两位匹配 9 ***3617 后一位匹配 59

***34157 后两位匹配 10 ***5847 后一位匹配 60

***82957 后两位匹配 11 ***6227 后一位匹配 61

***90457 后两位匹配 12 ***4617 后一位匹配 62

***44957 后两位匹配 13 ***2947 后一位匹配 63

***96457 后两位匹配 14 ***4877 后一位匹配 64

***39857 后两位匹配 15 ***1647 后一位匹配 65

***85057 后两位匹配 16 ***2917 后一位匹配 66

***14357 后两位匹配 17 ***9417 后一位匹配 67

***90157 后两位匹配 18 ***0687 后一位匹配 68

***34757 后两位匹配 19 ***2717 后一位匹配 69

***006357 后两位匹配 20 ***4797 后一位匹配 70

***962757 后两位匹配 21 ***4447 后一位匹配 71

***992857 后两位匹配 22 ***2587 后一位匹配 72

***313357 后两位匹配 23 ***8847 后一位匹配 73

***635357 后两位匹配 24 ***5947 后一位匹配 74

***635657 后两位匹配 25 ***41697 后一位匹配 75

***642357 后两位匹配 26 ***99427 后一位匹配 76

***719057 后两位匹配 27 ***38467 后一位匹配 77

***502657 后两位匹配 28 ***17307 后一位匹配 78

***736057 后两位匹配 29 ***19887 后一位匹配 79

***858157 后两位匹配 30 ***02427 后一位匹配 80

***866157 后两位匹配 31 ***07487 后一位匹配 81

***384857 后两位匹配 32 ***67777 后一位匹配 82



***190757 后两位匹配 33 ***68947 后一位匹配 83

***999357 后两位匹配 34 ***41617 后一位匹配 84

***877757 后两位匹配 35 ***68537 后一位匹配 85

***084457 后两位匹配 36 ***68387 后一位匹配 86

***115457 后两位匹配 37 ***64847 后一位匹配 87

***161857 后两位匹配 38 ***81187 后一位匹配 88

***189257 后两位匹配 39 ***83527 后一位匹配 89

***195657 后两位匹配 40 ***90427 后一位匹配 90

***330057 后两位匹配 41 ***29607 后一位匹配 91

***438657 后两位匹配 42 ***07177 后一位匹配 92

***463857 后两位匹配 43 ***56537 后一位匹配 93

***466357 后两位匹配 44 ***14147 后一位匹配 94

***494957 后两位匹配 45 ***74517 后一位匹配 95

***610057 后两位匹配 46 ***85497 后一位匹配 96

***689257 后两位匹配 47 ***03037 后一位匹配 97

***689857 后两位匹配 48 ***54607 后一位匹配 98

***692657 后两位匹配 49 ***40887 后一位匹配 99

***692757 后两位匹配 50 ***59097 后一位匹配 100

UID 与8月17日中奖数列比对 序号 UID 与8月17日中奖数列比对 序号

***8089 后三位匹配 1 ***110489 后两位匹配 51

***16089 后三位匹配 2 ***128289 后两位匹配 52

“ANT系列——ANT乐多第1期”结果公示（阳光奖：1.0215 ANT / 每人）



***91089 后三位匹配 3 ***164989 后两位匹配 53

***54089 后三位匹配 4 ***305289 后两位匹配 54

***638089 后三位匹配 5 ***675989 后两位匹配 55

***268089 后三位匹配 6 ***844489 后两位匹配 56

***302089 后三位匹配 7 ***859589 后两位匹配 57

***644089 后三位匹配 8 ***861889 后两位匹配 58

***5389 后两位匹配 9 ***329 后一位匹配 59

***58789 后两位匹配 10 ***669 后一位匹配 60

***39989 后两位匹配 11 ***619 后一位匹配 61

***92889 后两位匹配 12 ***4869 后一位匹配 62

***98289 后两位匹配 13 ***6549 后一位匹配 63

***45189 后两位匹配 14 ***6819 后一位匹配 64

***47889 后两位匹配 15 ***2559 后一位匹配 65

***07889 后两位匹配 16 ***05149 后一位匹配 66

***38489 后两位匹配 17 ***64869 后一位匹配 67

***91189 后两位匹配 18 ***66819 后一位匹配 68

***16989 后两位匹配 19 ***33999 后一位匹配 69

***54389 后两位匹配 20 ***81029 后一位匹配 70

***55589 后两位匹配 21 ***47979 后一位匹配 71

***330389 后两位匹配 22 ***99109 后一位匹配 72

***931189 后两位匹配 23 ***29599 后一位匹配 73

***322889 后两位匹配 24 ***17969 后一位匹配 74

***525289 后两位匹配 25 ***61129 后一位匹配 75

***525489 后两位匹配 26 ***73939 后一位匹配 76



***638189 后两位匹配 27 ***82939 后一位匹配 77

***766489 后两位匹配 28 ***54429 后一位匹配 78

***779389 后两位匹配 29 ***40399 后一位匹配 79

***779989 后两位匹配 30 ***87819 后一位匹配 80

***782989 后两位匹配 31 ***58979 后一位匹配 81

***467889 后两位匹配 32 ***37909 后一位匹配 82

***571289 后两位匹配 33 ***69779 后一位匹配 83

***613689 后两位匹配 34 ***87269 后一位匹配 84

***676489 后两位匹配 35 ***43169 后一位匹配 85

***677289 后两位匹配 36 ***56069 后一位匹配 86

***845289 后两位匹配 37 ***82369 后一位匹配 87

***241389 后两位匹配 38 ***79849 后一位匹配 88

***144589 后两位匹配 39 ***00369 后一位匹配 89

***538789 后两位匹配 40 ***86479 后一位匹配 90

***468489 后两位匹配 41 ***14249 后一位匹配 91

***470389 后两位匹配 42 ***20619 后一位匹配 92

***541189 后两位匹配 43 ***24019 后一位匹配 93

***258389 后两位匹配 44 ***00849 后一位匹配 94

***258789 后两位匹配 45 ***15979 后一位匹配 95

***012889 后两位匹配 46 ***38069 后一位匹配 96

***910789 后两位匹配 47 ***43099 后一位匹配 97

***090389 后两位匹配 48 ***46949 后一位匹配 98

***092589 后两位匹配 49 ***74299 后一位匹配 99

***102989 后两位匹配 50 ***04069 后一位匹配 100



UID 与8月16日中奖数列比对 序号 UID 与8月16日中奖数列比对 序号

***05384 后四位匹配 1 ***89684 后两位匹配 76

***45384 后四位匹配 2 ***06684 后两位匹配 77

***9384 后三位匹配 3 ***24284 后两位匹配 78

***0384 后三位匹配 4 ***75884 后两位匹配 79

***31384 后三位匹配 5 ***30184 后两位匹配 80

***43384 后三位匹配 6 ***05984 后两位匹配 81

***59384 后三位匹配 7 ***64284 后两位匹配 82

***81384 后三位匹配 8 ***83484 后两位匹配 83

***58384 后三位匹配 9 ***69684 后两位匹配 84

***50384 后三位匹配 10 ***42584 后两位匹配 85

***04384 后三位匹配 11 ***72884 后两位匹配 86

***33384 后三位匹配 12 ***50984 后两位匹配 87

***43384 后三位匹配 13 ***37684 后两位匹配 88

***56384 后三位匹配 14 ***93784 后两位匹配 89

***06384 后三位匹配 15 ***69784 后两位匹配 90

***53384 后三位匹配 16 ***71784 后两位匹配 91

***94384 后三位匹配 17 ***38484 后两位匹配 92

***10384 后三位匹配 18 ***64284 后两位匹配 93

***287384 后三位匹配 19 ***78784 后两位匹配 94

***629384 后三位匹配 20 ***59284 后两位匹配 95

“ANT系列——HT乐多第1期”结果公示



***771384 后三位匹配 21 ***12284 后两位匹配 96

***501384 后三位匹配 22 ***53184 后两位匹配 97

***566384 后三位匹配 23 ***30784 后两位匹配 98

***771384 后三位匹配 24 ***09084 后两位匹配 99

***4684 后两位匹配 25 ***86184 后两位匹配 100

***7484 后两位匹配 26 ***20984 后两位匹配 101

***7784 后两位匹配 27 ***98784 后两位匹配 102

***6084 后两位匹配 28 ***77684 后两位匹配 103

***8184 后两位匹配 29 ***58984 后两位匹配 104

***4684 后两位匹配 30 ***49884 后两位匹配 105

***3084 后两位匹配 31 ***38984 后两位匹配 106

***5484 后两位匹配 32 ***15484 后两位匹配 107

***1484 后两位匹配 33 ***56284 后两位匹配 108

***2084 后两位匹配 34 ***72984 后两位匹配 109

***2684 后两位匹配 35 ***78084 后两位匹配 110

***2884 后两位匹配 36 ***17084 后两位匹配 111

***1884 后两位匹配 37 ***94184 后两位匹配 112

***7684 后两位匹配 38 ***76984 后两位匹配 113

***8684 后两位匹配 39 ***98684 后两位匹配 114

***6284 后两位匹配 40 ***32584 后两位匹配 115

***44284 后两位匹配 41 ***139484 后两位匹配 116

***62984 后两位匹配 42 ***014284 后两位匹配 117

***66884 后两位匹配 43 ***178784 后两位匹配 118

***45284 后两位匹配 44 ***210484 后两位匹配 119



***75584 后两位匹配 45 ***050484 后两位匹配 120

***15784 后两位匹配 46 ***870484 后两位匹配 121

***97784 后两位匹配 47 ***658084 后两位匹配 122

***55284 后两位匹配 48 ***584484 后两位匹配 123

***92284 后两位匹配 49 ***071284 后两位匹配 124

***79684 后两位匹配 50 ***136084 后两位匹配 125

***50584 后两位匹配 51 ***013184 后两位匹配 126

***83784 后两位匹配 52 ***396884 后两位匹配 127

***32084 后两位匹配 53 ***911784 后两位匹配 128

***83784 后两位匹配 54 ***290984 后两位匹配 129

***20084 后两位匹配 55 ***585084 后两位匹配 130

***24884 后两位匹配 56 ***725284 后两位匹配 131

***61784 后两位匹配 57 ***862784 后两位匹配 132

***14184 后两位匹配 58 ***779084 后两位匹配 133

***63484 后两位匹配 59 ***468484 后两位匹配 134

***07484 后两位匹配 60 ***646884 后两位匹配 135

***41884 后两位匹配 61 ***787984 后两位匹配 136

***58884 后两位匹配 62 ***334584 后两位匹配 137

***43484 后两位匹配 63 ***433484 后两位匹配 138

***59684 后两位匹配 64 ***725784 后两位匹配 139

***82684 后两位匹配 65 ***228284 后两位匹配 140

***76584 后两位匹配 66 ***550984 后两位匹配 141

***21984 后两位匹配 67 ***602784 后两位匹配 142

***56984 后两位匹配 68 ***679784 后两位匹配 143



***54984 后两位匹配 69 ***986984 后两位匹配 144

***87184 后两位匹配 70 ***929184 后两位匹配 145

***44084 后两位匹配 71 ***521484 后两位匹配 146

***13184 后两位匹配 72 ***646684 后两位匹配 147

***52984 后两位匹配 73 ***636184 后两位匹配 148

***66884 后两位匹配 74 ***4 后一位匹配 149

***93284 后两位匹配 75 ***14 后一位匹配 1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