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UID 与4月4日中奖序列对比 序号 UID 与4月4日中奖序列对比 序号
***233323 后六位匹配 1 ***545323 后三位匹配 51
***93323 后四位匹配 2 ***175323 后三位匹配 52
***03323 后四位匹配 3 ***262323 后三位匹配 53
***203323 后四位匹配 4 ***691323 后三位匹配 54
***563323 后四位匹配 5 ***868323 后三位匹配 55
***183323 后四位匹配 6 ***249323 后三位匹配 56
***2323 后三位匹配 7 ***292323 后三位匹配 57
***1323 后三位匹配 8 ***924323 后三位匹配 58
***81323 后三位匹配 9 ***504323 后三位匹配 59
***16323 后三位匹配 10 ***210323 后三位匹配 60
***70323 后三位匹配 11 ***036323 后三位匹配 61
***02323 后三位匹配 12 ***600323 后三位匹配 62
***81323 后三位匹配 13 ***989323 后三位匹配 63
***12323 后三位匹配 14 ***514323 后三位匹配 64
***19323 后三位匹配 15 ***559323 后三位匹配 65
***60323 后三位匹配 16 ***799323 后三位匹配 66
***29323 后三位匹配 17 ***777323 后三位匹配 67
***56323 后三位匹配 18 ***792323 后三位匹配 68
***91323 后三位匹配 19 ***000323 后三位匹配 69
***30323 后三位匹配 20 ***811323 后三位匹配 70
***95323 后三位匹配 21 ***480323 后三位匹配 71
***90323 后三位匹配 22 ***339323 后三位匹配 72
***64323 后三位匹配 23 ***231323 后三位匹配 73
***08323 后三位匹配 24 ***500323 后三位匹配 74
***67323 后三位匹配 25 ***632323 后三位匹配 75
***37323 后三位匹配 26 ***674323 后三位匹配 76
***441323 后三位匹配 27 ***851323 后三位匹配 77
***462323 后三位匹配 28 ***792323 后三位匹配 78
***774323 后三位匹配 29 ***749323 后三位匹配 79
***619323 后三位匹配 30 ***336323 后三位匹配 80
***812323 后三位匹配 31 ***020323 后三位匹配 81
***287323 后三位匹配 32 ***876323 后三位匹配 82
***286323 后三位匹配 33 ***525323 后三位匹配 83
***352323 后三位匹配 34 ***232323 后三位匹配 84
***717323 后三位匹配 35 ***267323 后三位匹配 85
***257323 后三位匹配 36 ***586323 后三位匹配 86
***467323 后三位匹配 37 ***819323 后三位匹配 87
***107323 后三位匹配 38 ***017323 后三位匹配 88
***255323 后三位匹配 39 ***332323 后三位匹配 89
***301323 后三位匹配 40 ***360323 后三位匹配 90
***290323 后三位匹配 41 ***370323 后三位匹配 91
***459323 后三位匹配 42 ***889323 后三位匹配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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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1323 后三位匹配 43 ***100323 后三位匹配 93
***201323 后三位匹配 44 ***1649323 后三位匹配 94
***866323 后三位匹配 45 ***23 后两位匹配 95
***970323 后三位匹配 46 ***523 后两位匹配 96
***367323 后三位匹配 47 ***223 后两位匹配 97
***032323 后三位匹配 48 ***6423 后两位匹配 98
***514323 后三位匹配 49 ***4523 后两位匹配 99
***525323 后三位匹配 50 ***6823 后两位匹配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