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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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909 后四位匹配 1 ***629809 后两位匹配 151

***22909 后四位匹配 2 ***425809 后两位匹配 152

***442909 后四位匹配 3 ***729809 后两位匹配 153

**909 后三位匹配 4 ***006609 后两位匹配 154

***6909 后三位匹配 5 ***107409 后两位匹配 155

***8909 后三位匹配 6 ***754209 后两位匹配 156

***88909 后三位匹配 7 ***077709 后两位匹配 157

***68909 后三位匹配 8 ***792709 后两位匹配 158

***96909 后三位匹配 9 ***754609 后两位匹配 159

***29909 后三位匹配 10 ***428509 后两位匹配 160

***404909 后三位匹配 11 ***098109 后两位匹配 161

***701909 后三位匹配 12 ***146809 后两位匹配 162

***487909 后三位匹配 13 ***415609 后两位匹配 163

***894909 后三位匹配 14 ***629109 后两位匹配 164

***09 后两位匹配 15 ***999809 后两位匹配 165

***09 后两位匹配 16 ***094009 后两位匹配 166

***809 后两位匹配 17 ***520709 后两位匹配 167

***9409 后两位匹配 18 ***994509 后两位匹配 168

***4109 后两位匹配 19 ***455209 后两位匹配 169

***8209 后两位匹配 20 ***742009 后两位匹配 170

***9209 后两位匹配 21 **9 后一位匹配 171

“JST系列——HT乐多第2期”结果公示



***1709 后两位匹配 22 **9 后一位匹配 172

***6209 后两位匹配 23 **9 后一位匹配 173

***1709 后两位匹配 24 ***9 后一位匹配 174

***1709 后两位匹配 25 ***39 后一位匹配 175

***5809 后两位匹配 26 ***49 后一位匹配 176

***1209 后两位匹配 27 ***49 后一位匹配 177

***9109 后两位匹配 28 ***89 后一位匹配 178

***3809 后两位匹配 29 ***29 后一位匹配 179

***1109 后两位匹配 30 ***49 后一位匹配 180

***5009 后两位匹配 31 ***079 后一位匹配 181

***2509 后两位匹配 32 ***479 后一位匹配 182

***1809 后两位匹配 33 ***889 后一位匹配 183

***0509 后两位匹配 34 ***189 后一位匹配 184

***06609 后两位匹配 35 ***649 后一位匹配 185

***69709 后两位匹配 36 ***279 后一位匹配 186

***71009 后两位匹配 37 ***049 后一位匹配 187

***84209 后两位匹配 38 ***169 后一位匹配 188

***00009 后两位匹配 39 ***889 后一位匹配 189

***25609 后两位匹配 40 ***399 后一位匹配 190

***58309 后两位匹配 41 ***539 后一位匹配 191

***63809 后两位匹配 42 ***369 后一位匹配 192

***10309 后两位匹配 43 ***819 后一位匹配 193

***72809 后两位匹配 44 ***929 后一位匹配 194

***81209 后两位匹配 45 ***959 后一位匹配 195



***18109 后两位匹配 46 ***659 后一位匹配 196

***84309 后两位匹配 47 ***689 后一位匹配 197

***67409 后两位匹配 48 ***729 后一位匹配 198

***98409 后两位匹配 49 ***959 后一位匹配 199

***21809 后两位匹配 50 ***679 后一位匹配 200

***36309 后两位匹配 51 ***269 后一位匹配 201

***66109 后两位匹配 52 ***959 后一位匹配 202

***12009 后两位匹配 53 ***229 后一位匹配 203

***38109 后两位匹配 54 ***299 后一位匹配 204

***17709 后两位匹配 55 ***629 后一位匹配 205

***63109 后两位匹配 56 ***889 后一位匹配 206

***47309 后两位匹配 57 ***629 后一位匹配 207

***90709 后两位匹配 58 ***239 后一位匹配 208

***22609 后两位匹配 59 ***139 后一位匹配 209

***92509 后两位匹配 60 ***419 后一位匹配 210

***44709 后两位匹配 61 ***059 后一位匹配 211

***80609 后两位匹配 62 ***969 后一位匹配 212

***94809 后两位匹配 63 ***819 后一位匹配 213

***20109 后两位匹配 64 ***079 后一位匹配 214

***30609 后两位匹配 65 ***289 后一位匹配 215

***87209 后两位匹配 66 ***639 后一位匹配 216

***88309 后两位匹配 67 ***089 后一位匹配 217

***04309 后两位匹配 68 ***219 后一位匹配 218

***85609 后两位匹配 69 ***1739 后一位匹配 219



***36309 后两位匹配 70 ***9099 后一位匹配 220

***43609 后两位匹配 71 ***0329 后一位匹配 221

***44509 后两位匹配 72 ***9279 后一位匹配 222

***71309 后两位匹配 73 ***5169 后一位匹配 223

***87409 后两位匹配 74 ***9159 后一位匹配 224

***13809 后两位匹配 75 ***5919 后一位匹配 225

***21009 后两位匹配 76 ***6289 后一位匹配 226

***06009 后两位匹配 77 ***2699 后一位匹配 227

***13409 后两位匹配 78 ***2479 后一位匹配 228

***56109 后两位匹配 79 ***2859 后一位匹配 229

***48609 后两位匹配 80 ***6689 后一位匹配 230

***22409 后两位匹配 81 ***5829 后一位匹配 231

***06509 后两位匹配 82 ***2229 后一位匹配 232

***76109 后两位匹配 83 ***3939 后一位匹配 233

***54609 后两位匹配 84 ***7269 后一位匹配 234

***88109 后两位匹配 85 ***4319 后一位匹配 235

***35609 后两位匹配 86 ***8959 后一位匹配 236

***43509 后两位匹配 87 ***6769 后一位匹配 237

***92709 后两位匹配 88 ***6669 后一位匹配 238

***87109 后两位匹配 89 ***5689 后一位匹配 239

***10109 后两位匹配 90 ***6479 后一位匹配 240

***46409 后两位匹配 91 ***1979 后一位匹配 241

***13509 后两位匹配 92 ***6159 后一位匹配 242

***54609 后两位匹配 93 ***8499 后一位匹配 243



***76809 后两位匹配 94 ***3589 后一位匹配 244

***92409 后两位匹配 95 ***3649 后一位匹配 245

***26009 后两位匹配 96 ***2979 后一位匹配 246

***10609 后两位匹配 97 ***4469 后一位匹配 247

***89309 后两位匹配 98 ***1759 后一位匹配 248

***41309 后两位匹配 99 ***5369 后一位匹配 249

***92509 后两位匹配 100 ***3699 后一位匹配 250

***47309 后两位匹配 101 ***5149 后一位匹配 251

***78409 后两位匹配 102 ***5939 后一位匹配 252

***98309 后两位匹配 103 ***7149 后一位匹配 253

***98009 后两位匹配 104 ***7379 后一位匹配 254

***11109 后两位匹配 105 ***0239 后一位匹配 255

***11709 后两位匹配 106 ***6479 后一位匹配 256

***70109 后两位匹配 107 ***8769 后一位匹配 257

***76209 后两位匹配 108 ***2459 后一位匹配 258

***61409 后两位匹配 109 ***5919 后一位匹配 259

***46409 后两位匹配 110 ***1289 后一位匹配 260

***41109 后两位匹配 111 ***7099 后一位匹配 261

***01309 后两位匹配 112 ***2669 后一位匹配 262

***90309 后两位匹配 113 ***3059 后一位匹配 263

***60209 后两位匹配 114 ***0829 后一位匹配 264

***05809 后两位匹配 115 ***4579 后一位匹配 265

***80409 后两位匹配 116 ***2519 后一位匹配 266

***51509 后两位匹配 117 ***0779 后一位匹配 267



***27209 后两位匹配 118 ***2439 后一位匹配 268

***36309 后两位匹配 119 ***7669 后一位匹配 269

***79009 后两位匹配 120 ***8859 后一位匹配 270

***28609 后两位匹配 121 ***3179 后一位匹配 271

***34609 后两位匹配 122 ***0949 后一位匹配 272

***35009 后两位匹配 123 ***0129 后一位匹配 273

***82609 后两位匹配 124 ***0729 后一位匹配 274

***84209 后两位匹配 125 ***5439 后一位匹配 275

***66809 后两位匹配 126 ***1669 后一位匹配 276

***41709 后两位匹配 127 ***6359 后一位匹配 277

***985209 后两位匹配 128 ***5289 后一位匹配 278

***205409 后两位匹配 129 ***7099 后一位匹配 279

***058409 后两位匹配 130 ***1049 后一位匹配 280

***601109 后两位匹配 131 ***8749 后一位匹配 281

***550109 后两位匹配 132 ***4179 后一位匹配 282

***147809 后两位匹配 133 ***7539 后一位匹配 283

***959409 后两位匹配 134 ***7349 后一位匹配 284

***043709 后两位匹配 135 ***6229 后一位匹配 285

***468709 后两位匹配 136 ***7719 后一位匹配 286

***642009 后两位匹配 137 ***6379 后一位匹配 287

***880809 后两位匹配 138 ***9759 后一位匹配 288

***364009 后两位匹配 139 ***9829 后一位匹配 289

***395609 后两位匹配 140 ***1789 后一位匹配 290

***468809 后两位匹配 141 ***3279 后一位匹配 291



***381609 后两位匹配 142 ***5389 后一位匹配 292

***018109 后两位匹配 143 ***6019 后一位匹配 293

***354509 后两位匹配 144 ***7399 后一位匹配 294

***377209 后两位匹配 145 ***6419 后一位匹配 295

***373009 后两位匹配 146 ***2989 后一位匹配 296

***830709 后两位匹配 147 ***3379 后一位匹配 297

***546309 后两位匹配 148 ***2439 后一位匹配 298

***468509 后两位匹配 149 ***0959 后一位匹配 299

***444009 后两位匹配 150 ***9429 后一位匹配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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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9 后三位匹配 1 ***299709 后两位匹配 51

***3909 后三位匹配 2 ***344609 后两位匹配 52

***28909 后三位匹配 3 ***386309 后两位匹配 53

***11909 后三位匹配 4 ***498609 后两位匹配 54

***40909 后三位匹配 5 ***524609 后两位匹配 55

***48909 后三位匹配 6 ***524709 后两位匹配 56

***546909 后三位匹配 7 ***527009 后两位匹配 57

***780909 后三位匹配 8 ***616309 后两位匹配 58

***783909 后三位匹配 9 ***617109 后两位匹配 59

***396909 后三位匹配 10 ***622309 后两位匹配 60

***464909 后三位匹配 11 ***633409 后两位匹配 61

“JST系列——JST乐多第6期”结果公示（阳光奖：46.4080 JST / 每人）



***570909 后三位匹配 12 ***640709 后两位匹配 62

***688909 后三位匹配 13 ***691209 后两位匹配 63

***163909 后三位匹配 14 ***719809 后两位匹配 64

***228909 后三位匹配 15 ***779309 后两位匹配 65

***509 后两位匹配 16 ***780509 后两位匹配 66

***6809 后两位匹配 17 ***781409 后两位匹配 67

***0509 后两位匹配 18 ***781809 后两位匹配 68

***3309 后两位匹配 19 ***782309 后两位匹配 69

***10009 后两位匹配 20 ***782609 后两位匹配 70

***22509 后两位匹配 21 ***782709 后两位匹配 71

***99109 后两位匹配 22 ***784709 后两位匹配 72

***30209 后两位匹配 23 ***466109 后两位匹配 73

***39809 后两位匹配 24 ***466309 后两位匹配 74

***43309 后两位匹配 25 ***466609 后两位匹配 75

***86409 后两位匹配 26 ***466709 后两位匹配 76

***28509 后两位匹配 27 ***467309 后两位匹配 77

***22809 后两位匹配 28 ***468109 后两位匹配 78

***46109 后两位匹配 29 ***519709 后两位匹配 79

***48209 后两位匹配 30 ***533209 后两位匹配 80

***26309 后两位匹配 31 ***677309 后两位匹配 81

***56109 后两位匹配 32 ***677409 后两位匹配 82

***70509 后两位匹配 33 ***684609 后两位匹配 83

***56609 后两位匹配 34 ***685209 后两位匹配 84

***54609 后两位匹配 35 ***845309 后两位匹配 85



***64209 后两位匹配 36 ***107009 后两位匹配 86

***02309 后两位匹配 37 ***051109 后两位匹配 87

***43709 后两位匹配 38 ***317209 后两位匹配 88

***61209 后两位匹配 39 ***408709 后两位匹配 89

***49409 后两位匹配 40 ***355309 后两位匹配 90

***55309 后两位匹配 41 ***311409 后两位匹配 91

***48609 后两位匹配 42 ***181009 后两位匹配 92

***50109 后两位匹配 43 ***500009 后两位匹配 93

***66809 后两位匹配 44 ***348309 后两位匹配 94

***74509 后两位匹配 45 ***079509 后两位匹配 95

***48309 后两位匹配 46 ***247309 后两位匹配 96

***35409 后两位匹配 47 ***052309 后两位匹配 97

***129109 后两位匹配 48 ***082709 后两位匹配 98

***692409 后两位匹配 49 ***083209 后两位匹配 99

***308009 后两位匹配 50 ***093009 后两位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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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579 后三位匹配 1 ***677779 后两位匹配 51

***781579 后三位匹配 2 ***684379 后两位匹配 52

***684579 后三位匹配 3 ***837779 后两位匹配 53

***428579 后三位匹配 4 ***838079 后两位匹配 54

***182579 后三位匹配 5 ***838479 后两位匹配 55

“JST系列——JST乐多第5期”结果公示（阳光奖：58.5274 JST / 每人）



***47979 后两位匹配 6 ***844379 后两位匹配 56

***83479 后两位匹配 7 ***844879 后两位匹配 57

***46379 后两位匹配 8 ***845079 后两位匹配 58

***88679 后两位匹配 9 ***846379 后两位匹配 59

***58979 后两位匹配 10 ***678379 后两位匹配 60

***09479 后两位匹配 11 ***584679 后两位匹配 61

***75879 后两位匹配 12 ***750679 后两位匹配 62

***09179 后两位匹配 13 ***498179 后两位匹配 63

***41779 后两位匹配 14 ***371079 后两位匹配 64

***85879 后两位匹配 15 ***928679 后两位匹配 65

***58279 后两位匹配 16 ***444879 后两位匹配 66

***66979 后两位匹配 17 ***576479 后两位匹配 67

***79679 后两位匹配 18 ***777979 后两位匹配 68

***08079 后两位匹配 19 ***196479 后两位匹配 69

***08179 后两位匹配 20 ***914379 后两位匹配 70

***77179 后两位匹配 21 ***916879 后两位匹配 71

***53779 后两位匹配 22 ***041979 后两位匹配 72

***76779 后两位匹配 23 ***058379 后两位匹配 73

***43979 后两位匹配 24 ***088179 后两位匹配 74

***22179 后两位匹配 25 ***089279 后两位匹配 75

***875479 后两位匹配 26 ***161079 后两位匹配 76

***456979 后两位匹配 27 ***180979 后两位匹配 77

***602179 后两位匹配 28 ***227879 后两位匹配 78

***604679 后两位匹配 29 ***314079 后两位匹配 79



***343779 后两位匹配 30 ***348979 后两位匹配 80

***343879 后两位匹配 31 ***360079 后两位匹配 81

***345779 后两位匹配 32 ***495979 后两位匹配 82

***346879 后两位匹配 33 ***515879 后两位匹配 83

***525779 后两位匹配 34 ***632679 后两位匹配 84

***615279 后两位匹配 35 ***646779 后两位匹配 85

***746079 后两位匹配 36 ***648679 后两位匹配 86

***778679 后两位匹配 37 ***909 后一位匹配 87

***779279 后两位匹配 38 ***249 后一位匹配 88

***779479 后两位匹配 39 ***669 后一位匹配 89

***781279 后两位匹配 40 ***239 后一位匹配 90

***782479 后两位匹配 41 ***559 后一位匹配 91

***782679 后两位匹配 42 ***1809 后一位匹配 92

***783179 后两位匹配 43 ***6049 后一位匹配 93

***396479 后两位匹配 44 ***7669 后一位匹配 94

***431479 后两位匹配 45 ***8969 后一位匹配 95

***459179 后两位匹配 46 ***0499 后一位匹配 96

***464979 后两位匹配 47 ***0409 后一位匹配 97

***676279 后两位匹配 48 ***4309 后一位匹配 98

***676879 后两位匹配 49 ***0399 后一位匹配 99

***677279 后两位匹配 50 ***4089 后一位匹配 100

“JST系列——JST乐多第4期”结果公示（阳光奖：65.8674 JST / 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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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44 后三位匹配 1 ***836844 后两位匹配 51

***846144 后三位匹配 2 ***840544 后两位匹配 52

***73744 后两位匹配 3 ***842944 后两位匹配 53

***47444 后两位匹配 4 ***843644 后两位匹配 54

***82244 后两位匹配 5 ***843744 后两位匹配 55

***65344 后两位匹配 6 ***844944 后两位匹配 56

***96744 后两位匹配 7 ***847544 后两位匹配 57

***47344 后两位匹配 8 ***847744 后两位匹配 58

***54644 后两位匹配 9 ***326344 后两位匹配 59

***67544 后两位匹配 10 ***005544 后两位匹配 60

***47944 后两位匹配 11 ***743044 后两位匹配 61

***26044 后两位匹配 12 ***971844 后两位匹配 62

***95944 后两位匹配 13 ***053944 后两位匹配 63

***52244 后两位匹配 14 ***104544 后两位匹配 64

***21444 后两位匹配 15 ***074844 后两位匹配 65

***98844 后两位匹配 16 ***316444 后两位匹配 66

***13244 后两位匹配 17 ***338644 后两位匹配 67

***68244 后两位匹配 18 ***404544 后两位匹配 68

***96544 后两位匹配 19 ***417044 后两位匹配 69

***67044 后两位匹配 20 ***423044 后两位匹配 70

***94844 后两位匹配 21 ***495444 后两位匹配 71

***34744 后两位匹配 22 ***504944 后两位匹配 72

***06444 后两位匹配 23 ***24 后一位匹配 73



***34244 后两位匹配 24 ***54 后一位匹配 74

***550444 后两位匹配 25 ***994 后一位匹配 75

***848644 后两位匹配 26 ***9754 后一位匹配 76

***299944 后两位匹配 27 ***4684 后一位匹配 77

***300344 后两位匹配 28 ***6814 后一位匹配 78

***343944 后两位匹配 29 ***0424 后一位匹配 79

***344044 后两位匹配 30 ***1104 后一位匹配 80

***345844 后两位匹配 31 ***5714 后一位匹配 81

***346044 后两位匹配 32 ***2724 后一位匹配 82

***346344 后两位匹配 33 ***9314 后一位匹配 83

***523444 后两位匹配 34 ***5574 后一位匹配 84

***626044 后两位匹配 35 ***2904 后一位匹配 85

***755044 后两位匹配 36 ***0424 后一位匹配 86

***781244 后两位匹配 37 ***9214 后一位匹配 87

***781344 后两位匹配 38 ***8014 后一位匹配 88

***783044 后两位匹配 39 ***6284 后一位匹配 89

***783844 后两位匹配 40 ***48594 后一位匹配 90

***784944 后两位匹配 41 ***72194 后一位匹配 91

***463544 后两位匹配 42 ***45014 后一位匹配 92

***465844 后两位匹配 43 ***78014 后一位匹配 93

***466644 后两位匹配 44 ***45284 后一位匹配 94

***466844 后两位匹配 45 ***57414 后一位匹配 95

***467244 后两位匹配 46 ***81664 后一位匹配 96

***616344 后两位匹配 47 ***32124 后一位匹配 97



***677544 后两位匹配 48 ***71504 后一位匹配 98

***678344 后两位匹配 49 ***19604 后一位匹配 99

***768544 后两位匹配 50 ***89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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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10 后三位匹配 1 ***476610 后两位匹配 51

***55910 后三位匹配 2 ***999710 后两位匹配 52

***037910 后三位匹配 3 ***352210 后两位匹配 53

***68110 后两位匹配 4 ***614310 后两位匹配 54

***02510 后两位匹配 5 ***276210 后两位匹配 55

***06510 后两位匹配 6 ***301610 后两位匹配 56

***24110 后两位匹配 7 ***311710 后两位匹配 57

***64410 后两位匹配 8 ***350810 后两位匹配 58

***25310 后两位匹配 9 ***362110 后两位匹配 59

***80210 后两位匹配 10 ***800 后一位匹配 60

***29410 后两位匹配 11 ***020 后一位匹配 61

***42610 后两位匹配 12 ***970 后一位匹配 62

***77010 后两位匹配 13 ***2580 后一位匹配 63

***68510 后两位匹配 14 ***4190 后一位匹配 64

***78710 后两位匹配 15 ***3290 后一位匹配 65

***52410 后两位匹配 16 ***0550 后一位匹配 66

***27510 后两位匹配 17 ***7970 后一位匹配 67

“JST系列——JST乐多第3期”结果公示（阳光奖：71.4489 JST / 每人）



***95310 后两位匹配 18 ***6130 后一位匹配 68

***61810 后两位匹配 19 ***7360 后一位匹配 69

***89610 后两位匹配 20 ***8070 后一位匹配 70

***05110 后两位匹配 21 ***9470 后一位匹配 71

***43510 后两位匹配 22 ***8690 后一位匹配 72

***81410 后两位匹配 23 ***1640 后一位匹配 73

***82310 后两位匹配 24 ***2090 后一位匹配 74

***688310 后两位匹配 25 ***8120 后一位匹配 75

***120110 后两位匹配 26 ***7520 后一位匹配 76

***538110 后两位匹配 27 ***7650 后一位匹配 77

***365610 后两位匹配 28 ***4850 后一位匹配 78

***162110 后两位匹配 29 ***8720 后一位匹配 79

***330210 后两位匹配 30 ***9890 后一位匹配 80

***345310 后两位匹配 31 ***6070 后一位匹配 81

***345810 后两位匹配 32 ***3130 后一位匹配 82

***346610 后两位匹配 33 ***5750 后一位匹配 83

***524710 后两位匹配 34 ***2370 后一位匹配 84

***526310 后两位匹配 35 ***2430 后一位匹配 85

***735210 后两位匹配 36 ***59870 后一位匹配 86

***779710 后两位匹配 37 ***16280 后一位匹配 87

***782510 后两位匹配 38 ***59700 后一位匹配 88

***785710 后两位匹配 39 ***83870 后一位匹配 89

***444410 后两位匹配 40 ***93120 后一位匹配 90

***541610 后两位匹配 41 ***80750 后一位匹配 91



***589110 后两位匹配 42 ***50750 后一位匹配 92

***600710 后两位匹配 43 ***09990 后一位匹配 93

***957610 后两位匹配 44 ***57550 后一位匹配 94

***162810 后两位匹配 45 ***54130 后一位匹配 95

***102510 后两位匹配 46 ***63940 后一位匹配 96

***924510 后两位匹配 47 ***16620 后一位匹配 97

***443710 后两位匹配 48 ***23850 后一位匹配 98

***170110 后两位匹配 49 ***64180 后一位匹配 99

***996710 后两位匹配 50 ***03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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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9718 后四位匹配 1 ***580818 后两位匹配 51

***70718 后三位匹配 2 ***377118 后两位匹配 52

***08718 后三位匹配 3 ***688818 后两位匹配 53

***56718 后三位匹配 4 ***793818 后两位匹配 54

***82718 后三位匹配 5 ***008818 后两位匹配 55

***30718 后三位匹配 6 ***411618 后两位匹配 56

***978718 后三位匹配 7 ***601318 后两位匹配 57

***845718 后三位匹配 8 ***911218 后两位匹配 58

***177718 后三位匹配 9 ***078518 后两位匹配 59

***094718 后三位匹配 10 ***698618 后两位匹配 60

***206718 后三位匹配 11 ***874018 后两位匹配 61

“JST系列——JST乐多第2期”结果公示（阳光奖：68.1106 JST / 每人）



***1518 后两位匹配 12 ***118118 后两位匹配 62

***3518 后两位匹配 13 ***013518 后两位匹配 63

***5018 后两位匹配 14 ***562618 后两位匹配 64

***48618 后两位匹配 15 ***904618 后两位匹配 65

***03818 后两位匹配 16 ***054018 后两位匹配 66

***10518 后两位匹配 17 ***090118 后两位匹配 67

***77618 后两位匹配 18 ***132818 后两位匹配 68

***92218 后两位匹配 19 ***147118 后两位匹配 69

***09418 后两位匹配 20 ***191918 后两位匹配 70

***32218 后两位匹配 21 ***194818 后两位匹配 71

***91918 后两位匹配 22 ***210418 后两位匹配 72

***01218 后两位匹配 23 ***213018 后两位匹配 73

***50518 后两位匹配 24 ***224418 后两位匹配 74

***13018 后两位匹配 25 ***198 后一位匹配 75

***68418 后两位匹配 26 ***0398 后一位匹配 76

***97018 后两位匹配 27 ***6848 后一位匹配 77

***13018 后两位匹配 28 ***1758 后一位匹配 78

***56018 后两位匹配 29 ***6298 后一位匹配 79

***05918 后两位匹配 30 ***9648 后一位匹配 80

***48618 后两位匹配 31 ***6948 后一位匹配 81

***16218 后两位匹配 32 ***6328 后一位匹配 82

***80418 后两位匹配 33 ***0328 后一位匹配 83

***01318 后两位匹配 34 ***3998 后一位匹配 84

***83518 后两位匹配 35 ***6638 后一位匹配 85



***39518 后两位匹配 36 ***0208 后一位匹配 86

***01218 后两位匹配 37 ***2768 后一位匹配 87

***73018 后两位匹配 38 ***4748 后一位匹配 88

***21218 后两位匹配 39 ***4598 后一位匹配 89

***18318 后两位匹配 40 ***1848 后一位匹配 90

***04918 后两位匹配 41 ***8588 后一位匹配 91

***24318 后两位匹配 42 ***5178 后一位匹配 92

***69518 后两位匹配 43 ***7128 后一位匹配 93

***60318 后两位匹配 44 ***0758 后一位匹配 94

***74518 后两位匹配 45 ***2888 后一位匹配 95

***50918 后两位匹配 46 ***7908 后一位匹配 96

***14218 后两位匹配 47 ***5088 后一位匹配 97

***339518 后两位匹配 48 ***6108 后一位匹配 98

***570218 后两位匹配 49 ***1938 后一位匹配 99

***682118 后两位匹配 50 ***2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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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357 后四位匹配 1 ***779857 后两位匹配 51

***66357 后三位匹配 2 ***780857 后两位匹配 52

***252357 后三位匹配 3 ***782457 后两位匹配 53

***241357 后三位匹配 4 ***782757 后两位匹配 54

***909357 后三位匹配 5 ***785557 后两位匹配 55

“JST系列——JST乐多第1期”结果公示（阳光奖：66.7645 JST / 每人）



***027357 后三位匹配 6 ***391857 后两位匹配 56

***6557 后两位匹配 7 ***396657 后两位匹配 57

***4957 后两位匹配 8 ***502657 后两位匹配 58

***2657 后两位匹配 9 ***736057 后两位匹配 59

***5157 后两位匹配 10 ***858157 后两位匹配 60

***3257 后两位匹配 11 ***854257 后两位匹配 61

***8857 后两位匹配 12 ***431157 后两位匹配 62

***91757 后两位匹配 13 ***722057 后两位匹配 63

***06657 后两位匹配 14 ***925657 后两位匹配 64

***71957 后两位匹配 15 ***943657 后两位匹配 65

***68557 后两位匹配 16 ***170057 后两位匹配 66

***61557 后两位匹配 17 ***606057 后两位匹配 67

***20457 后两位匹配 18 ***607957 后两位匹配 68

***33157 后两位匹配 19 ***220957 后两位匹配 69

***98957 后两位匹配 20 ***079457 后两位匹配 70

***72257 后两位匹配 21 ***365757 后两位匹配 71

***72457 后两位匹配 22 ***960457 后两位匹配 72

***37757 后两位匹配 23 ***877757 后两位匹配 73

***98057 后两位匹配 24 ***917 后一位匹配 74

***16657 后两位匹配 25 ***5847 后一位匹配 75

***56957 后两位匹配 26 ***5327 后一位匹配 76

***53857 后两位匹配 27 ***4877 后一位匹配 77

***74757 后两位匹配 28 ***6117 后一位匹配 78

***56057 后两位匹配 29 ***0317 后一位匹配 79



***82457 后两位匹配 30 ***2917 后一位匹配 80

***04057 后两位匹配 31 ***5607 后一位匹配 81

***76457 后两位匹配 32 ***9807 后一位匹配 82

***85057 后两位匹配 33 ***0447 后一位匹配 83

***03557 后两位匹配 34 ***0407 后一位匹配 84

***29757 后两位匹配 35 ***6997 后一位匹配 85

***52957 后两位匹配 36 ***7327 后一位匹配 86

***01857 后两位匹配 37 ***7487 后一位匹配 87

***94957 后两位匹配 38 ***3667 后一位匹配 88

***149757 后两位匹配 39 ***3597 后一位匹配 89

***992857 后两位匹配 40 ***7567 后一位匹配 90

***072757 后两位匹配 41 ***25737 后一位匹配 91

***344557 后两位匹配 42 ***50297 后一位匹配 92

***345157 后两位匹配 43 ***91237 后一位匹配 93

***345257 后两位匹配 44 ***24967 后一位匹配 94

***346757 后两位匹配 45 ***44267 后一位匹配 95

***523557 后两位匹配 46 ***77547 后一位匹配 96

***523757 后两位匹配 47 ***26407 后一位匹配 97

***526257 后两位匹配 48 ***00697 后一位匹配 98

***526757 后两位匹配 49 ***38467 后一位匹配 99

***719057 后两位匹配 50 ***42597 后一位匹配 100

“JST系列——HT乐多第1期”结果公示



UID 与8月11日中奖数列比对 序号 UID 与8月16日中奖数列比对 序号

***87841 后四位匹配 1 ***681 后一位匹配 151

***4841 后三位匹配 2 ***261 后一位匹配 152

***08841 后三位匹配 3 ***651 后一位匹配 153

***45841 后三位匹配 4 ***121 后一位匹配 154

***23841 后三位匹配 5 ***331 后一位匹配 155

***56841 后三位匹配 6 ***981 后一位匹配 156

***65841 后三位匹配 7 ***381 后一位匹配 157

***24841 后三位匹配 8 ***101 后一位匹配 158

***52841 后三位匹配 9 ***651 后一位匹配 159

***80841 后三位匹配 10 ***511 后一位匹配 160

***90841 后三位匹配 11 ***121 后一位匹配 161

***69841 后三位匹配 12 ***071 后一位匹配 162

*41 后两位匹配 13 ***671 后一位匹配 163

***0541 后两位匹配 14 ***721 后一位匹配 164

***0741 后两位匹配 15 ***561 后一位匹配 165

***9741 后两位匹配 16 ***721 后一位匹配 166

***3341 后两位匹配 17 ***801 后一位匹配 167

***0341 后两位匹配 18 ***101 后一位匹配 168

***9341 后两位匹配 19 ***0701 后一位匹配 169

***8341 后两位匹配 20 ***4481 后一位匹配 170

***3241 后两位匹配 21 ***9501 后一位匹配 171

***1241 后两位匹配 22 ***2461 后一位匹配 172

***3341 后两位匹配 23 ***9711 后一位匹配 173



***4941 后两位匹配 24 ***5191 后一位匹配 174

***5941 后两位匹配 25 ***4651 后一位匹配 175

***8641 后两位匹配 26 ***8691 后一位匹配 176

***0341 后两位匹配 27 ***4851 后一位匹配 177

***4541 后两位匹配 28 ***5831 后一位匹配 178

***0941 后两位匹配 29 ***6831 后一位匹配 179

***41541 后两位匹配 30 ***8261 后一位匹配 180

***85341 后两位匹配 31 ***0621 后一位匹配 181

***95741 后两位匹配 32 ***2611 后一位匹配 182

***13441 后两位匹配 33 ***3301 后一位匹配 183

***97541 后两位匹配 34 ***8891 后一位匹配 184

***18741 后两位匹配 35 ***9331 后一位匹配 185

***40441 后两位匹配 36 ***0181 后一位匹配 186

***83141 后两位匹配 37 ***0371 后一位匹配 187

***12141 后两位匹配 38 ***9211 后一位匹配 188

***12741 后两位匹配 39 ***1501 后一位匹配 189

***67041 后两位匹配 40 ***7521 后一位匹配 190

***85241 后两位匹配 41 ***3061 后一位匹配 191

***31441 后两位匹配 42 ***5701 后一位匹配 192

***50141 后两位匹配 43 ***0721 后一位匹配 193

***74041 后两位匹配 44 ***0821 后一位匹配 194

***52141 后两位匹配 45 ***6831 后一位匹配 195

***78241 后两位匹配 46 ***5261 后一位匹配 196

***34741 后两位匹配 47 ***3271 后一位匹配 197



***98241 后两位匹配 48 ***4571 后一位匹配 198

***83341 后两位匹配 49 ***1811 后一位匹配 199

***98041 后两位匹配 50 ***4871 后一位匹配 200

***00241 后两位匹配 51 ***9331 后一位匹配 201

***35941 后两位匹配 52 ***3731 后一位匹配 202

***55141 后两位匹配 53 ***3211 后一位匹配 203

***66941 后两位匹配 54 ***5981 后一位匹配 204

***08141 后两位匹配 55 ***3291 后一位匹配 205

***55041 后两位匹配 56 ***8791 后一位匹配 206

***76541 后两位匹配 57 ***3201 后一位匹配 207

***43041 后两位匹配 58 ***2231 后一位匹配 208

***94041 后两位匹配 59 ***8221 后一位匹配 209

***50141 后两位匹配 60 ***8421 后一位匹配 210

***00241 后两位匹配 61 ***6381 后一位匹配 211

***31041 后两位匹配 62 ***8631 后一位匹配 212

***18741 后两位匹配 63 ***0331 后一位匹配 213

***45041 后两位匹配 64 ***9371 后一位匹配 214

***66141 后两位匹配 65 ***3581 后一位匹配 215

***51041 后两位匹配 66 ***4161 后一位匹配 216

***50541 后两位匹配 67 ***6351 后一位匹配 217

***92141 后两位匹配 68 ***0891 后一位匹配 218

***96441 后两位匹配 69 ***0321 后一位匹配 219

***19341 后两位匹配 70 ***5131 后一位匹配 220

***40041 后两位匹配 71 ***8071 后一位匹配 221



***95941 后两位匹配 72 ***8121 后一位匹配 222

***15041 后两位匹配 73 ***1011 后一位匹配 223

***73941 后两位匹配 74 ***5801 后一位匹配 224

***00741 后两位匹配 75 ***6801 后一位匹配 225

***85541 后两位匹配 76 ***4251 后一位匹配 226

***23541 后两位匹配 77 ***0621 后一位匹配 227

***10941 后两位匹配 78 ***5391 后一位匹配 228

***33741 后两位匹配 79 ***4881 后一位匹配 229

***93241 后两位匹配 80 ***8451 后一位匹配 230

***98641 后两位匹配 81 ***6291 后一位匹配 231

***40641 后两位匹配 82 ***6091 后一位匹配 232

***19741 后两位匹配 83 ***0621 后一位匹配 233

***70941 后两位匹配 84 ***1301 后一位匹配 234

***59141 后两位匹配 85 ***8021 后一位匹配 235

***43041 后两位匹配 86 ***9881 后一位匹配 236

***57341 后两位匹配 87 ***7621 后一位匹配 237

***67241 后两位匹配 88 ***4501 后一位匹配 238

***80941 后两位匹配 89 ***8551 后一位匹配 239

***12241 后两位匹配 90 ***2361 后一位匹配 240

***42341 后两位匹配 91 ***4281 后一位匹配 241

***38141 后两位匹配 92 ***3701 后一位匹配 242

***54341 后两位匹配 93 ***0201 后一位匹配 243

***17641 后两位匹配 94 ***3051 后一位匹配 244

***87141 后两位匹配 95 ***4911 后一位匹配 245



***95341 后两位匹配 96 ***9421 后一位匹配 246

***29541 后两位匹配 97 ***4051 后一位匹配 247

***92541 后两位匹配 98 ***9401 后一位匹配 248

***33041 后两位匹配 99 ***0861 后一位匹配 249

***31341 后两位匹配 100 ***3721 后一位匹配 250

***63541 后两位匹配 101 ***6001 后一位匹配 251

***02241 后两位匹配 102 ***6361 后一位匹配 252

***62141 后两位匹配 103 ***4581 后一位匹配 253

***39341 后两位匹配 104 ***0151 后一位匹配 254

***22941 后两位匹配 105 ***0721 后一位匹配 255

***49141 后两位匹配 106 ***8211 后一位匹配 256

***71541 后两位匹配 107 ***0711 后一位匹配 257

***28741 后两位匹配 108 ***3031 后一位匹配 258

***06441 后两位匹配 109 ***1311 后一位匹配 259

***21441 后两位匹配 110 ***9311 后一位匹配 260

***82241 后两位匹配 111 ***3051 后一位匹配 261

***93641 后两位匹配 112 ***4501 后一位匹配 262

***22241 后两位匹配 113 ***1131 后一位匹配 263

***55141 后两位匹配 114 ***0251 后一位匹配 264

***08941 后两位匹配 115 ***1121 后一位匹配 265

***35741 后两位匹配 116 ***5801 后一位匹配 266

***43241 后两位匹配 117 ***7071 后一位匹配 267

***63041 后两位匹配 118 ***0411 后一位匹配 268

***09541 后两位匹配 119 ***3501 后一位匹配 269



***72741 后两位匹配 120 ***2771 后一位匹配 270

***981341 后两位匹配 121 ***9571 后一位匹配 271

***252541 后两位匹配 122 ***9251 后一位匹配 272

***442641 后两位匹配 123 ***8821 后一位匹配 273

***948341 后两位匹配 124 ***4511 后一位匹配 274

***514741 后两位匹配 125 ***2581 后一位匹配 275

***202541 后两位匹配 126 ***6501 后一位匹配 276

***080741 后两位匹配 127 ***9971 后一位匹配 277

***001341 后两位匹配 128 ***5161 后一位匹配 278

***246641 后两位匹配 129 ***8001 后一位匹配 279

***890241 后两位匹配 130 ***0891 后一位匹配 280

***280741 后两位匹配 131 ***1151 后一位匹配 281

***655741 后两位匹配 132 ***0651 后一位匹配 282

***445341 后两位匹配 133 ***9411 后一位匹配 283

***581141 后两位匹配 134 ***9491 后一位匹配 284

***142741 后两位匹配 135 ***3361 后一位匹配 285

***019641 后两位匹配 136 ***2091 后一位匹配 286

***439941 后两位匹配 137 ***9281 后一位匹配 287

***454641 后两位匹配 138 ***5921 后一位匹配 288

***515541 后两位匹配 139 ***8911 后一位匹配 289

***279041 后两位匹配 140 ***7111 后一位匹配 290

***1 后一位匹配 141 ***7971 后一位匹配 291

***71 后一位匹配 142 ***5951 后一位匹配 292

***51 后一位匹配 143 ***4151 后一位匹配 293



***31 后一位匹配 144 ***9901 后一位匹配 294

***681 后一位匹配 145 ***4611 后一位匹配 295

***231 后一位匹配 146 ***5811 后一位匹配 296

***191 后一位匹配 147 ***6311 后一位匹配 297

***721 后一位匹配 148 ***6901 后一位匹配 298

***311 后一位匹配 149 ***2851 后一位匹配 299

***111 后一位匹配 150 ***3411 后一位匹配 3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