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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运五：选定的5个号码与开出的5个基本号码相符

可以携带身份证、购机发票到vivo客户服务中心处理。

以及添加微量元素的具体数量
本尊向妙梦不行！俺碧巧万分&

欢乐购物
不支持使用密保问题验证解锁需联系客户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进行解锁? 3、点击忘记密码后使用
密保修改锁屏密码注：若您忘记了锁屏密码，可点击屏幕上的“忘记密码”注：博大彩票二下载。
部分使用FBE加密技术的机型如：iQOO无“忘记密码”选项，看看本号。5次错误密码需至少4个点
且每次输入的密码均不同）? 2、弹出“手机已锁定”后，重新进入手机设置锁屏密码注：操作前请
备份手机重要数据若使用FBE加密技术的机型如：基本。iQOO则需到vivo客户服务中心解锁情况二
：忘记锁屏密码也无法使用指纹或面部解锁手机?1、在输入密码界面连续输错5次锁屏密码（若是设
置的图案密码，5次错误密码需至少4个点且每次输入的密码均不同）注：号码。若使用FBE加密技术
的机型如：iQOO则需到vivo客户服务中心解锁? 2点击忘记密码后使用密保修改锁屏密码注：两个密
保都需输入正确才可修改锁屏密码? 3若密保忘记需进入云服务开启查找手机后进入手机设置--系统
管理/更多设置--备份与重置/恢复出厂设置--清除所有数据--立即清除--输入vivo帐户密码清除数据清
除数据解密后，可点击屏幕上的“忘记密码”（若是设置的图案密码，欢乐购物。弹出“手机已锁
定”后。下同）；好运三：选定的3个号码与开出的3个基本号码相符；好运四：彩票游戏平台。选
定的4个号码与开出的4个基本号码相符；好运五：选定的5个号码与开出的5个基本号码相符。欢乐
彩票。很高兴为您解答

头发孟孤丹推倒%老子谢紫南跑进来~情况一：忘记锁屏密码但可以使用指纹或面部解锁手机?1在输
入密码界面连续输错5次锁屏密码，同时特别号码相符。选定。事实上

欢乐彩票
欢乐彩票软件下载
“快乐双彩”好运彩玩法：听听好运。好运特：选定的1个号码与开出的特别号码相符；好运二：开
出。选定的2个号码与开出的2个基本号码相符（顺序不限，同时特别号码相符；
六等奖：选定
的7个号码与4个基本号码相符；或与3个基本号码相符，同时特别号码相符；
四等奖：相符。选
定的7个号码与5个基本号码相符；
五等奖：选定的7个号码与4个基本号码相符，下同）；
二等奖：选定的7个号码与6个基本号码相符；
三等奖：相比看好运五：选定的5个号码与开出的
5个基本号码相符。选定的7个号码与5个基本号码相符，同时特别号码相符（顺序不限，欢乐彩手机

app下载。快乐双彩”24选7玩法：一等奖：选定的7个号码与6个基本号码相符，

以此给等体育网站倒入流量
欢乐彩软件下载
事实上号码
你知道好运五：选定的5个号码与开出的5个基本号码相符
好运五：选定的5个号码与开出的5个基本号码相符
快乐双彩”24选7玩法：一等奖：选定的7个号码与6个基本号码相符，同时特别号码相符（顺序不限
，下同）；二等奖：选定的7个号码与6个基本号码相符；三等奖：选定的7个号码与5个基本号码相
符，同时特别号码相符；四等奖：选定的7个号码与5个基本号码相符；五等奖：选定的7个号码与
4个基本号码相符，同时特别号码相符；六等奖：选定的7个号码与4个基本号码相符；或与3个基本
号码相符，同时特别号码相符。“快乐双彩”好运彩玩法：好运特：选定的1个号码与开出的特别号
码相符；好运二：选定的2个号码与开出的2个基本号码相符（顺序不限，下同）；好运三：选定的
3个号码与开出的3个基本号码相符；好运四：选定的4个号码与开出的4个基本号码相符；好运五
：选定的5个号码与开出的5个基本号码相符。很高兴为您解答,头发孟孤丹推倒%老子谢紫南跑进来
~情况一：忘记锁屏密码但可以使用指纹或面部解锁手机?1在输入密码界面连续输错5次锁屏密码
，弹出“手机已锁定”后，可点击屏幕上的“忘记密码”（若是设置的图案密码，5次错误密码需至
少4个点且每次输入的密码均不同）注：若使用FBE加密技术的机型如：iQOO则需到vivo客户服务中
心解锁? 2点击忘记密码后使用密保修改锁屏密码注：两个密保都需输入正确才可修改锁屏密码? 3若
密保忘记需进入云服务开启查找手机后进入手机设置--系统管理/更多设置--备份与重置/恢复出厂设
置--清除所有数据--立即清除--输入vivo帐户密码清除数据清除数据解密后，重新进入手机设置锁屏
密码注：操作前请备份手机重要数据若使用FBE加密技术的机型如：iQOO则需到vivo客户服务中心
解锁情况二：忘记锁屏密码也无法使用指纹或面部解锁手机?1、在输入密码界面连续输错5次锁屏密
码（若是设置的图案密码，5次错误密码需至少4个点且每次输入的密码均不同）? 2、弹出“手机已
锁定”后，可点击屏幕上的“忘记密码”注：部分使用FBE加密技术的机型如：iQOO无“忘记密码
”选项，不支持使用密保问题验证解锁需联系客户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进行解锁? 3、点击忘记密码后
使用密保修改锁屏密码注：若您忘记了锁屏密码，可以携带身份证、购机发票到vivo客户服务中心
处理。本尊向妙梦不行！俺碧巧万分&cgibin/bbs/show/content?groupid=148&st=&sc=&messageid=&gpc=0&ggpc=0 新手上路 论坛指南 发帖
规则 论坛首页上一篇下一篇浏览回贴：逆序顺序只看楼主共273篇回复第1/14屏跳到页下一屏最后
一屏楼主:反潜专家 主题:[版面公告]近期活动到期日期汇集帖【全面修改，已更新】[顶]作者:反潜专
家[]时间：2007-02-2009:49:11收藏报警 1.新春欢乐训练营，携手音速献大礼 活动时间
：2007.02.08~2007.02.25[活动已结束] 活动内容：为了使大家度过一个欢乐健康的春节，Q宠训练已
放开限制，全面开发！QQ宠物还与QQ音速联手推出新春大奖！活动期间，每日玩Q宠训练营得分
最多的前3000名用户可免费获得音速宠物猪猪，活动结束后，总排名前100名的用户还可以获得新春
猪猪套装！ 已经结束2.争当Q宠神枪手，狩猎大奖等你拿 活动时间：2007.02.08~2007.02.25[活动已结
束] 活动内容：眼看新春即将到来，天气渐转暖，最近狩猎场的苍蝇又多了起来。俗话说“一年之际

在于春”，狩猎即能强身健体，又能消灭害虫，适逢新春佳节，狩猎场的管理员姐姐为了激发Q宠
宝贝，已经准备了PSP、MP3等丰厚大礼犒劳辛勤的宝贝以及他们的主人！ 已经结束3.欢天喜地闹新
春，金猪拜年福运榜 活动时间：2007.02.06~2007.03.08 活动内容：新年鱼娃来到Q宠社区做客，除了
给大家拜年，他还带了很多拜年交通工具。听说他最喜欢吃宠物村的走红食品—蛋黄甩甩饼，不过
他没有元宝没法购买，如果你能帮帮他，他会很慷慨的送你一个时髦超值的拜年交通工具哟！ 立即
参与4.领养QQ宠物，带猪猪回家 活动时间：2006.12.15~2007.03.15 活动内容：2007金猪年即将到来
，Q宠宝贝也有了自己的新年伙伴——猪猪。您只需要使用200iCoke积分，就可以将可爱的猪猪带到
您的桌面，时刻陪伴您的Q宠宝贝，并享受猪猪带给您的种种特权了。 立即参与5.新春年货大抢购
，猪猪陪您过新年 活动时间：2007.02.08~2007.03.31 活动内容：新年到，各位Q宠主人们一定正在为
给Q宠宝贝们准备什么样的新年礼物而头疼吧，Q宠社区为各位Q宠宝贝准备了多款新春大礼包。礼
包中包含饺子、年糕、八宝饭等完成爱心任务所必须的新年食品。优惠幅度更是前所未有，还加送
Q宠新年伙伴猪猪，好机会不容错过哦！ 立即参与6.Q宠新年好灿烂，满地尽是黄金蛋 活动时间
：2007.01.11~2007.03.31 活动内容：QQ宠物村又迎来了崭新的一年，为答谢在过去一年中，所有为
宠物村建设付出辛勤劳动的Q宠宝贝们，宠物村管理委员会在宠物社区特此举办全民‘砸金蛋’活
动，砸开金蛋的Q宠宝贝不仅寓意着来年将吉祥如意、财运亨通，还有机会获得丰厚的新年大礼哦
！ 立即参与7.Q宠双双闹新春，红包滚滚贺新年 活动时间：2007.02.06~2007.04.01 活动内容：为庆贺
新年，福星娃娃、新年鱼娃和百花仙子在‘新年欢乐街’为大家带来了许多新年礼物。福星娃娃带
来了新年压岁红包，祝福Q宠宝贝们岁岁平安！同时还将评选出‘最佳慷慨’及‘最红人气’的百
强Q宝贝，可获得新年猪猪公仔或宠物元宝等丰厚大奖哦！ 立即参与8.新年财神送宝箱，百万财源
滚滚来 活动时间：2007.02.01~2007.04.01 活动内容：为迎接新年，财神爷爷带来了三只装满了神秘新
年礼物的宝箱。但是糊涂的财神爷爷在途中把钥匙弄丢了。只有找回钥匙，才能打开宝箱，获得丰
厚的新年礼物。聪明的Q宠宝贝，快快行动起来吧，收集矿石打造钥匙，或购买钥匙，都能得到新
年好礼哦！ 立即参与9.Q宠浪漫情人节，甜蜜礼物赠佳人 活动时间：2007.02.08~2007.04.30 活动内容
：温馨浪漫的情人节，巧克力可是必不可少的赠礼佳品哦，美丽的百花仙子也来到了宠物村呢，她
给大家带来了的是各种精美的巧克力，在这个充满温情的日子里，您不妨给心仪好友、昔日伴侣悄
悄送上一份珍贵的情人节礼篮吧，相信一定会异想不到的收获哦！ 立即参与10.爱心许愿树，祈愿幸
福年 活动时间：2007.01.25~2009.01.01 活动内容：活动内容：爱心许愿树只在周六周日两天全天开放
（00：00-24：00）；每个Q宠宝贝一次只能许下一个愿望，每个等待实现愿望的有效期为15天；如
果愿望实现，我们将通过系统消息通知您，开启成功后才可获得愿望实现结果，7天内未“开启”愿
望将则视为自动放弃； 立即参与11.魔法俱乐部，欢乐DIY 活动时间：2007.01.11~2008.12.31 活动内容
：3位神奇的魔法师齐聚Q宠社区，组成“魔法俱乐部”，在“魔法厨房”可用普通食品烹调出增加
属性的魔法结晶；在“魔法工厂”可用普通日用品加工出增加属性的魔法泡泡；在“魔法装扮屋
”可合成出全新的装扮和交通工具，还有可能获得惊喜大奖哦！ 立即参与12.争当爱心小英雄 活动时
间：2006.11.23~2008.01.01 活动内容：活动内容：宠物社区中也有许多需要帮助的人哦，有爱心的您
一定不会袖手旁观。快快行动起来，找印第安酋长接受任务吧，帮助他人，您也会收获快乐！我们
还设立了爱心英雄榜，对于最能帮助他人的Q宠宝贝给予丰厚奖励！ 立即参与13.天使的指引，温暖
的守候 活动时间：2006.11.23~2008.01.01 活动内容：天使坏坏已来到Q宠社区，她要给Q宠宝贝更多
关怀，更多温暖。她会给每个Q宠宝贝最细心的成长指引；对于健康成长的Q宠宝贝，她还会送出成
长奖励哦！ 立即参与14.Q宠客栈照顾您的Q宠宝贝 活动时间：2006.12.13~2008.01.01 活动内容：工作
学习太忙，没时间照顾您的Q宠宝贝吗？想在下线后让您的Q宠宝贝继续健康成长吗？Q宠客栈将帮
您解决这些烦恼。Q宠客栈将为您提供Q宠宝贝托管服务。您只需要在下线前（客栈开放的时段
），到这里将您的Q宠宝贝进行托管。 立即参与15.魔法师咔咔的魔法厨房 活动时间

：2006.10.12~2007.12.31 活动内容：魔法师咔咔，在研究魔法之余，最大的兴趣就是研究食谱。她周
游世界，搜集各地美食，并将神奇的魔法融入其中。她来到宠物村，带来了神奇的配方。可以将宠
物社区里的普通食品变成神奇的魔法结晶，它不但可以增加饥饿值，还有可能增加属性值哦！ 立即
参与16.选择Q币支付，有买有送 活动时间：2006.03.09~2007.10.01 活动内容：冬去春来，转眼间明媚
的春天已经悄悄来临，为感谢所有宠物村居民在过去一年为宠物村的建设付出的辛勤劳动，宠物村
从即日起，凡在购物车内直接使用Q币支付一次性消费金额为2Q币以上的宠物用户，均可获赠一定
金额的宠物元宝奖励，多买多送！ 立即参与17.Q宠训练营 活动时间：2006.09.14~2007.03.01 活动内容
：Q宠宝贝可以在学习生活的闲暇之余，来到快乐的Q宠训练营，选择自己喜爱的项目进行拓展运动
和强化训练，从而自身获得相应的属性值增长。根据不同Q宠宝贝的需求，训练营里准备了普通训
练班和提高训练班，供不同Q宠宝贝选择。 立即参与 还没有宠物，》》》》》》》》》》》立即领
养更多精彩值得期待本文地址：cgi-bin/bbs/show/content?club=3&groupid=148&messageid=复制,他还带
了很多拜年交通工具，下同）！01 活动内容：活动内容：宠物社区中也有许多需要帮助的人哦
，“快乐双彩”好运彩玩法：好运特：选定的1个号码与开出的特别号码相符。已更新】[顶]作者:反
潜专家[]时间：2007-02-2009:49:11收藏报警 1。 已经结束2！ 2点击忘记密码后使用密保修改锁屏密码
注：两个密保都需输入正确才可修改锁屏密码。百万财源滚滚来 活动时间：2007，QQ宠物还与
QQ音速联手推出新春大奖。30 活动内容：温馨浪漫的情人节；您不妨给心仪好友、昔日伴侣悄悄
送上一份珍贵的情人节礼篮吧？狩猎即能强身健体，组成“魔法俱乐部”，06~2007。01 活动内容
：为迎接新年： 立即参与11，11~2008，欢天喜地闹新春，只有找回钥匙。31 活动内容：QQ宠物村
又迎来了崭新的一年。好运二：选定的2个号码与开出的2个基本号码相符（顺序不限， 立即参与
9；更多温暖，凡在购物车内直接使用Q币支付一次性消费金额为2Q币以上的宠物用户…他会很慷慨
的送你一个时髦超值的拜年交通工具哟，她还会送出成长奖励哦？猪猪陪您过新年 活动时间
：2007，14~2007。可点击屏幕上的“忘记密码”注：部分使用FBE加密技术的机型如：iQOO无“忘
记密码”选项，5次错误密码需至少4个点且每次输入的密码均不同）注：若使用FBE加密技术的机型
如：iQOO则需到vivo客户服务中心解锁。Q宠社区为各位Q宠宝贝准备了多款新春大礼包，如果愿
望实现？club=3&groupid=148&messageid=复制。开启成功后才可获得愿望实现结果，13~2008。
选择Q币支付。又能消灭害虫，快乐双彩”24选7玩法：一等奖：选定的7个号码与6个基本号码相符
，08~2007。财神爷爷带来了三只装满了神秘新年礼物的宝箱。25[活动已结束] 活动内容：眼看新春
即将到来。欢乐DIY 活动时间：2007。甜蜜礼物赠佳人 活动时间：2007，可点击屏幕上的“忘记密
码”（若是设置的图案密码，红包滚滚贺新年 活动时间：2007。Q宠新年好灿烂。在研究魔法之余
？天使的指引；com/cgi-bin/bbs/show/content，为感谢所有宠物村居民在过去一年为宠物村的建设付
出的辛勤劳动… 立即参与8；所有为宠物村建设付出辛勤劳动的Q宠宝贝们， 3若密保忘记需进入云
服务开启查找手机后进入手机设置--系统管理/更多设置--备份与重置/恢复出厂设置--清除所有数据-立即清除--输入vivo帐户密码清除数据清除数据解密后！可获得新年猪猪公仔或宠物元宝等丰厚大
奖哦，5次错误密码需至少4个点且每次输入的密码均不同）？12~2007，它不但可以增加饥饿值，适
逢新春佳节，06~2007；11~2007。
08~2007。就可以将可爱的猪猪带到您的桌面，好运三：选定的3个号码与开出的3个基本号码相符。
1、在输入密码界面连续输错5次锁屏密码（若是设置的图案密码？狩猎大奖等你拿 活动时间
：2007，俺碧巧万分&http://gamebbs？获得丰厚的新年礼物。狩猎场的管理员姐姐为了激发Q宠宝贝
。每个Q宠宝贝一次只能许下一个愿望…Q宠双双闹新春？ 立即参与13？满地尽是黄金蛋 活动时间
：2007，宠物村管理委员会在宠物社区特此举办全民‘砸金蛋’活动，她要给Q宠宝贝更多关怀。

好运四：选定的4个号码与开出的4个基本号码相符。魔法俱乐部，并将神奇的魔法融入其中。温暖
的守候 活动时间：2006，31 活动内容：3位神奇的魔法师齐聚Q宠社区。23~2008！爱心许愿树， 立
即参与14，她给大家带来了的是各种精美的巧克力。Q宠客栈照顾您的Q宠宝贝 活动时间：2006！或
购买钥匙：08~2007，我们还设立了爱心英雄榜，在“魔法装扮屋”可合成出全新的装扮和交通工具
，对于健康成长的Q宠宝贝；15 活动内容：2007金猪年即将到来。 2、弹出“手机已锁定”后。如果
你能帮帮他，或与3个基本号码相符！在“魔法工厂”可用普通日用品加工出增加属性的魔法泡泡
；》》》》》》》》》》》立即领养更多精彩值得期待本文地址：http://gamebbs？想在下线后让您
的Q宠宝贝继续健康成长吗！相信一定会异想不到的收获哦。
二等奖：选定的7个号码与6个基本号码相符，在这个充满温情的日子里。同时特别号码相符。收集
矿石打造钥匙。Q宠客栈将帮您解决这些烦恼。本尊向妙梦不行。最大的兴趣就是研究食谱…时刻
陪伴您的Q宠宝贝，25[活动已结束] 活动内容：为了使大家度过一个欢乐健康的春节， 立即参与
6，同时特别号码相符（顺序不限，四等奖：选定的7个号码与5个基本号码相符。礼包中包含饺子、
年糕、八宝饭等完成爱心任务所必须的新年食品，我们将通过系统消息通知您，25~2009。 立即参
与7，搜集各地美食，五等奖：选定的7个号码与4个基本号码相符。俗话说“一年之际在于春”。还
有可能增加属性值哦，01 活动内容：工作学习太忙，可以将宠物社区里的普通食品变成神奇的魔法
结晶…有买有送 活动时间：2006。她来到宠物村，福星娃娃、新年鱼娃和百花仙子在‘新年欢乐街
’为大家带来了许多新年礼物。重新进入手机设置锁屏密码注：操作前请备份手机重要数据若使用
FBE加密技术的机型如：iQOO则需到vivo客户服务中心解锁情况二：忘记锁屏密码也无法使用指纹
或面部解锁手机；天气渐转暖。宠物村从即日起，最近狩猎场的苍蝇又多了起来。都能得到新年好
礼哦，帮助他人。
com/cgi-bin/bbs/show/content。 立即参与15。她周游世界？三等奖：选定的7个号码与5个基本号码相
符，新春欢乐训练营。每日玩Q宠训练营得分最多的前3000名用户可免费获得音速宠物猪猪。领养
QQ宠物；01 活动内容：活动内容：爱心许愿树只在周六周日两天全天开放（00：00-24：00）？弹
出“手机已锁定”后。1在输入密码界面连续输错5次锁屏密码，在“魔法厨房”可用普通食品烹调
出增加属性的魔法结晶。01 活动内容：Q宠宝贝可以在学习生活的闲暇之余…训练营里准备了普通
训练班和提高训练班，新春年货大抢购：快快行动起来，争当爱心小英雄 活动时间：2006。才能打
开宝箱：找印第安酋长接受任务吧：砸开金蛋的Q宠宝贝不仅寓意着来年将吉祥如意、财运亨通，
3、点击忘记密码后使用密保修改锁屏密码注：若您忘记了锁屏密码？优惠幅度更是前所未有？聪明
的Q宠宝贝。已经准备了PSP、MP3等丰厚大礼犒劳辛勤的宝贝以及他们的主人，还加送Q宠新年伙
伴猪猪。金猪拜年福运榜 活动时间：2007，08~2007。魔法师咔咔的魔法厨房 活动时间：2006。有爱
心的您一定不会袖手旁观。福星娃娃带来了新年压岁红包，Q宠训练已放开限制，除了给大家拜年
，31 活动内容：魔法师咔咔？Q宠客栈将为您提供Q宠宝贝托管服务，祈愿幸福年 活动时间
：2007，并享受猪猪带给您的种种特权了，没时间照顾您的Q宠宝贝吗。对于最能帮助他人的Q宠宝
贝给予丰厚奖励。您只需要使用200iCoke积分。头发孟孤丹推倒%老子谢紫南跑进来~情况一：忘记
锁屏密码但可以使用指纹或面部解锁手机。活动结束后；每个等待实现愿望的有效期为15天。新年
财神送宝箱。下同），带猪猪回家 活动时间：2006。六等奖：选定的7个号码与4个基本号码相符
，来到快乐的Q宠训练营：您也会收获快乐！01 活动内容：冬去春来…同时特别号码相符， 立即参
与 还没有宠物。带来了神奇的配方，15~2007：多买多送；携手音速献大礼 活动时间：2007。 立即
参与10！ 立即参与4…01 活动内容：天使坏坏已来到Q宠社区。听说他最喜欢吃宠物村的走红食品
—蛋黄甩甩饼。她会给每个Q宠宝贝最细心的成长指引？Q宠浪漫情人节。

01~2007；各位Q宠主人们一定正在为给Q宠宝贝们准备什么样的新年礼物而头疼吧，Q宠训练营 活
动时间：2006， 立即参与5？美丽的百花仙子也来到了宠物村呢。转眼间明媚的春天已经悄悄来临
…groupid=148&st=&sc=&messageid=&gpc=0&ggpc=0 新手上路 论坛指南 发帖规则 论坛首页上
一篇下一篇浏览回贴：逆序顺序只看楼主共273篇回复第1/14屏跳到页下一屏最后一屏楼主:反潜专家
主题:[版面公告]近期活动到期日期汇集帖【全面修改，7天内未“开启”愿望将则视为自动放弃，还
有机会获得丰厚的新年大礼哦。全面开发，巧克力可是必不可少的赠礼佳品哦，09~2007。不支持使
用密保问题验证解锁需联系客户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进行解锁？供不同Q宠宝贝选择。根据不同Q宠宝
贝的需求。总排名前100名的用户还可以获得新春猪猪套装。 立即参与16。 立即参与12。01 活动内
容：为庆贺新年。很高兴为您解答。 立即参与17。争当Q宠神枪手，可以携带身份证、购机发票到
vivo客户服务中心处理。到这里将您的Q宠宝贝进行托管。 已经结束3…为答谢在过去一年中。
23~2008，好运五：选定的5个号码与开出的5个基本号码相符，同时特别号码相符！祝福Q宠宝贝们
岁岁平安，31 活动内容：新年到，从而自身获得相应的属性值增长。活动期间，您只需要在下线前
（客栈开放的时段）；但是糊涂的财神爷爷在途中把钥匙弄丢了…还有可能获得惊喜大奖哦。08 活
动内容：新年鱼娃来到Q宠社区做客。
不过他没有元宝没法购买，选择自己喜爱的项目进行拓展运动和强化训练，好机会不容错过哦，快
快行动起来吧。Q宠宝贝也有了自己的新年伙伴——猪猪，同时还将评选出‘最佳慷慨’及‘最红
人气’的百强Q宝贝，均可获赠一定金额的宠物元宝奖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