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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乐透后区号码是一种 12 选 2 的
玩法，因此概率相对更大，因此，对于
大乐透后区号码的选取，也是相当重
要，以下为各位推荐六种。

1.将两期号码相加，得出的和值作

为胆码。即用上两期最小的两个数相
加，得出的数就是下期的胆码。

2. 灵活的运用跨度作为胆码。上
期中奖号码开出什么跨度，下期就定什
么跨度为胆码。

3.将隔码相加，和值作为胆码。用
上期最小的数与隔一期最小的数相加，
得出的数就是下期的胆码。

4. 用数字 13 减去上期的最小号作
为胆码。用 13 减去上期号码的最小

数，得出的数即为下期的胆码。
5.12 号与最小值的差值也是胆码

备选。
6.最小数+1的号码也需多加关注。

大乐透后区选号6大法

冯中华 网点编号 20079
杨乐乐 网点编号 20328

俞长柱 网点编号 20411
刘 鑫 网点编号 20247

郭云峰 网点编号 61501
庄喜平 网点编号 21606

刘晓宁 网点编号 6303051022
刘建军 网点编号 6303051027

张海萍 网点编号 6301051013
郑文霞 网点编号 6301051046

三、顶呱刮销售优秀网点

钟国容 网点编号 20240
肖绪梅 网点编号 20111

张玉秀 网点编号 20110
葛新绕 网点编号 20353

任星强 网点编号 62208
赵鸿潮 网点编号 63501

刘 坤 网点编号 61606
唐永旗 网点编号 20717

战 斗 网点编号 67302
卓玛措 网点编号 21019

二、销量进步网点

杨延才 网点编号 20256
党清真 网点编号 20205
刘海燕 网点编号 20260
林鸿玉 网点编号 20207
陈 强 网点编号 03009
杨阳妃子 网点编号 20024
刘 勇 网点编号 20087
成 莹 网点编号 20155
田秀俊 网点编号 20077
冯中华 网点编号 20079
李长芸 网点编号 20117
王雄伟 网点编号 20135
黄仕敏 网点编号 20166

刘金玲 网点编号 20171
尚俊峰 网点编号 20177
罗清清 网点编号 20604
王占山 网点编号 20402
唐万成 网点编号 20504
李克明 网点编号 20410
严颖功 网点编号 20702
王亚平 网点编号 20302
朱美兰 网点编号 20317
李 勇 网点编号 20310
刘玉兰 网点编号 20345
陈刚帅 网点编号 20167
罗蜀海 网点编号 21330

高 岭 网点编号 62105
雷明元 网点编号 21336
陈玉涛 网点编号 21246
刘 鑫 网点编号 21247
袁启宏 网点编号 21406
李本霞 网点编号 21408
张永梅 网点编号 21409
王登霞 网点编号 21113
公保当周 网点编号 62501
文丽娟 网点编号 20802
李成海 网点编号 20713
马元伍 网点编号 20771
郭云峰 网点编号 61501

彭 军 网点编号 20755
赵红玉 网点编号 61203
丁桂萍 网点编号 20709
李吉霞 网点编号 20707
雷发新 网点编号 20960
雷发栋 网点编号 20952
蒲晓英 网点编号 21009
庄喜平 网点编号 21606
才让吉 网点编号 21707
李小妞 网点编号 21509
落丁万宝 网点编号 67101

20172017年度全省体育彩票销售管理优秀网点名单年度全省体育彩票销售管理优秀网点名单

一、销售优秀网点

郭 伟 西宁市分中心
苟延海 西宁市城北区工作站
刘成斌 海东市平安区工作站
张文翔 海东市互助县工作站
何金业 海东市化隆县工作站
曹海钧 海南州共和县工作站
张兴庆 海南州贵南县工作站
公保当周 海南州同德县工作站
马 青 海北州分中心
马文良 海北州祁连县工作站
郭永萍 海北州刚察县工作站
马学良 海北州海晏县工作站
兰 彧 海西州分中心
都学良 海西州乌兰县工作站

赵鸿朝 海西州天峻县工作站
大 寨 海西州都兰县工作站
周多霞 海西州格尔木市工作站
裴 蕾 海西州大柴旦工作站
谢海鸿 黄南州分中心
卓尕措毛 黄南州泽库县工作站
王向东 果洛州分中心
扎 西 果洛州班玛县工作站
乔曲吉才让 果洛州久治县工作站
王 俊 玉树州分中心
张青邓 玉树州玉树市工作站
黄瑞君 省体彩中心综合部
马晓萍 省体彩中心综合部
吕 晨 省体彩中心市场部

刘黎丽 省体彩中心市场部
杜 鑫 省体彩中心乐透部
邓海涛 省体彩中心竞猜部
郑 倩 省体彩中心即开部
张丽丽 省体彩中心宣传部
曹 迪 省体彩中心财务部
杨德全 省体彩中心技术部
刘 强 省体彩中心西宁服务中心
郭 伟 省体彩中心西宁服务中心
王国栋 体彩中心海东服务中心
刘善金 省体彩中心环湖服务中心
周美霞 体育发展总公司
马文瑞 体育发展总公司
徐 玲 体育发展总公司

20172017年度全省体育彩票销售管理先进个人名单年度全省体育彩票销售管理先进个人名单

海东市分中心
黄南州分中心
西宁市城西区工作站

海东市互助县工作站
海南州共和县工作站
海南州兴海县工作站

海北州祁连县工作站
海西州德令哈市工作站
海西州都兰县工作站

黄南州同仁县工作站
果洛州班玛县工作站
玉树州玉树市工作站

20172017年度全省体育彩票销售管理先进单位名单年度全省体育彩票销售管理先进单位名单

西宁市湟中县工作站 海东市平安区工作站 海东市乐都区工作站 海南州同德县工作站 海西州格尔木市工作站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表彰先进工作站名单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表彰先进工作站名单

2017年，在省体育局党组的坚强领
导下，全省各级体育彩票销售管理机构
和销售人员，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的十

九大和省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立足新
常态，谋求新发展，展现新作为，积极推
进销售管理工作，大力筹集体彩公益
金，为体育事业、社会公益做出了巨大

贡献，树立了良好的公益品牌形象。为
树立典型，表彰先进，决定对海东分中
心等 12个单位、郭伟等 42名先进个人、
杨延才等 70 个优秀网点予以表彰。希

望受表彰的先进单位、先进个人和优秀
网点珍惜荣誉，发扬成绩，再接再厉，在
推动我省体育彩票销售管理工作中，更
好的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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