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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统计员 短信代码：618
移动拨：12590389618
联通拨：101571559618
电信拨：

十万八万 短信代码：696
移动拨：12590389696
联通拨：101571559696
电信拨：

小李飞刀
短信代码：600

本版预测纯属个人观点，系

彩民玩彩自娱，据此选号风险自
负。

支持公彩 打击私彩

全国中奖情况：
一等奖中 6注，单注奖金7141398

元；一等奖追加中1注；二等奖中89注，
单注奖金71247；二等奖（追加）中32注，
单注奖金42748；三等奖中1083注，单注
奖金2437元，三等奖（追加）中245注，单
注奖金1462元。

海南中奖情况：
二等奖中1注，二等奖追加1注。
下期奖池基金：499050363元

“排列3、排列5”14136期开奖结果

3D：268 5D：26834

超级大乐透14059期开奖结果

07、15、17、25、29+04、11

中国体育彩票
最新开奖

流水局：A=3（8）

■海南移动手机拨打
12590389+大师代码

■海南联通手机拨打
101571557+大师代码

■海南电信手机拨打
1183283559+大师代码

信息查询费1元/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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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以上讲码师预测信息若未见
报，仍可通过短信代码正常查询其最
新预测信息。短信平台实时更新，给
您不一样的惊喜。

小李飞刀 600
财 神 到 601
概率七星 602
梦想成真 603
实现梦想 604
玩转七彩 609
巧采信息 610
琼州好运 611
关东彩霸 612
新五指山 613
灯火阑珊 615
东方码神 616
麒麟大师 617
统 计 员 618
特选版局 619
温柔三刀 620

小宝版局 621
大 家 乐 622
财神大师 623
码开富贵 624
凤凰驿站 625
神彩飞扬 626
京海情报 627
激情岁月 628
峰回路转 629
数字武道 690
尾 王 693
十万八万 696
彩海蛟龙 100
鸿运彩讯 101
铁码精英 102

短信平台对应讲码师代码

流水局：A=0（5）

【一】铁卒05配49
【二】三字现，042,047,092,097,

542,547,592,597
【三】范围码，千 1605，百 1638,

拾4927，个1627
【四】二字定，0x4x,09xx,5x4x,

5x9x,0xx2,0xx7,5xx2,5xx7

1、铁卒05配3849同上！
2、二码定位：05/49xx。x49/05x。

xx05/49。xx49/05。 05x38x。
xx38/16.05x05x.05xx05

3、三 数 组 合 同 上 ：
059.035.073.078.071.781.783。
578.573.583.203.208 .359.038

4、三数組合定位 ：05/49/
05x.05/49/38x。 x49/38/16
x27/05/38。x05/38/27.05/16/27x

1：范围 0527 头 4961 百
8349十3816尾。

2：三字现：084，089，584，
589，534，

539，034，039，583，549，
513，518。

3： 50XX38， 05/49XX，
X49X38，X49/38X，05/16XX。

4：05/49X38，05/49/38X，
50/16X38。

1。铁卒49配05同上！
2。二 数 组 合 定 位 ：x49/

05x。 x49/05.50/49xx。 x49/
05x。x05/38x。x49/05x

3。三 数 组 合 同 上 ：
054.059.053.058.056.057594.5
93.592.597.598.035

4。 三 码 定 位 ：
x49/27/05.05/49/05x
x27/05/38x.16/38x27

判死6头，判死8尾。
主攻单头，头尾合双，中肚合

单，值围：10-20。
头尾数1359，中肚数0259，

不同行24、68、46。二数合3、8，
三数合2、7，铁卒：13，死数6。

任选三：109 129 309 329
105 125 305 325 107 103

定位 2：10××、12××、
13 ×× 、14 ×× 、17 ×× 、
30 ×× 、32 ×× 、33 ×× 、
34××、40××、42××、43××

三定组合：10×9、12×9、
13×9、14×9、17×9、30×9、
32×9、33×9、34×9、13/02×59

参 考 码 ：1099 1299 1399
1499 1799 3099 3299 1259
1079

七星彩第（1538）信息预测分
解 重点推荐三定位64组：千位
1638，百位1269，个位0517，{稳
02，铁16}（1）包重点范围中奖：
千 位 1368，百 位 1269，十 位
0489，个位0517。（2）包头奖范
围 中 奖 ：千 位 134568，百 位

012569，十 位 023489，个 位
014567。（3）包排除三码中奖：
绝杀972千位，绝杀734百位，绝
杀167十位，绝杀289个位。（4）
三字现：012，019，017，018，062，
067，068，069。 （5）二字定位：
×1×0，×2×0，×6×0，×9×

0，×5×0，×0×0，××00，××
40， ×× 80，×× 90，××
20，×× 30，1×× 0，6×× 0，
3××0，8××0。（6）三字定位：
11×0，12×0，16×0，19×0，
61×0，62×0，66×0，69×0。

一、上期开出：
千位的7、百位的1、个位的

1、77、17组合、×小×双。
二、本期关注：
千位的：0、2、4、6、8；
百位的：0、2、4、7、8、9；
十位的：1、3、4、6、8、9；

个位的：0、1、2、5、6、7。
三、组合近期重点关注：
1、百位的4（48期）、铁卒44

（77期）、22（58期）；
2、十位的47组合（23期）、千

位的18（21期）、百位的24（21期）；
3、×小大×（21期）、××大

单（18期）；
4、十位的 467（21 期）、346

（19期）、347（19期）；
5、直码：双单双双（41期）、小

小小大（68期）。
6、双单×双（26期）、小小×

大（29期）、×小大大（29期）。

根据近期规律特点，推出铁
率：71防26，4或9值

A+B+D=0/5、B+D+C=7/2
A+B+C=2/7、A+C+D=3/8 A+
B=8/3、C+D=6/1、A+D=9/4 B+
C=5/0、A+C=1/6、B+D=3/8 A=

276、B=167、C=498、D=237
三字现：147、124、127、143、

137 678、123、269、267、288定位2：
71XX、26XX、X14X、X69X、X88X
2XX7、7XX2、X78X、76XX、X1X2

定位3：714X、X142、71X2、

X143、71X3 678X、123X、269X、
214X、76X2

参考码： 7142、7143、7882、
2887、2147 2697、2692、7147、
7642、6782 4+1码：7142+8

七星彩：71428520

1538期七星彩以1649为基
数，第一星主攻052367，第二星
主 攻 164928，第 三 星 主 攻
146903，第四星主攻143829，AD
差0526，BC合0516，C=0538

铁卒：49 稳坐：16 有码：27

任选3：412、417、462、467、169、
259、912、917、962、967、164、159

定位 2：6×× 1、5×× 7、
62××、6×9×、×29×、×
26×、× 66×、× 2× 1、××
91、××61、××94、5××4

定位 3：929×、629×、×
291、×294、×694、×661、6×
91、129×

参考码：9291、9294、9691、
9261、6291、6271、5684、6281
、3291、3281、3691、3261

千位501649准；百位163849；十
位493827；个位052716准；

铁卒 50； 16/38XX。X38/49X，
49XX50。铁开 1650 站头尾，三定
16/38/49X，16/38X50，49/38x50

一：铁卒38配05
二 ：30XX，35XX，80XX，

85XX， 3X4X， 3X9X， 8X4X，
8X9X

三字现：304，309，354，359，
804，809，854，859

范围码：千1638，百2705，拾位
1627，个2738

七星彩：8042334，3597889，

没有16成奖，二数合49或16
二 定 ：13xx，18xx，68xx，

63xx，1x0x，1x5x，6x0x，6x5x
三字现：130，135，180，185，

630，635，680，685

体彩超级大乐透1.5亿元派奖启
动以来，连续7期都有头奖开出，最
新开奖的5月21日晚第14058期又
送出3注巨奖，每注奖金1181万元
（包含277.7万元派奖奖金），分落安
徽、福建和河南三省，其中河南省彩
民是追加中奖，多拿708万元（包含
166.6万元派奖奖金），总奖金高达

1889万元。
该 期 开 奖 号 码 为 ： 09、 15、

22、24、26+02、07，其最大特点
是22、24、26这三个相邻大偶号的
出现，09与上期的08、10形成了斜
连码。

这7个号码中最冷的是09，刚
刚结束长达22期的遗漏，15、22此

前都是连续8期空开，其余4个号码
都是近期的热号。

据检索，该期的3注头奖中，河
南省的追加大奖出自一张单式票，中
奖彩民于21日13时11分，在商丘
第22104号网点购买了3注追加号
码，投入9元，其中一注中奖。

福建和安徽的大奖虽然没有追

加，但都是复式彩票。其中福建中奖
彩民购买了一个756元的“9+3”大
复式，除中得1注头奖外，还收获2
注二等奖、20注三等奖、100注四
等奖、160 注五等奖和 85 注六等
奖，总奖金达1214万元。

安徽的中奖彩民共投入42元，
购买了一张“7+2”小复式票，最终

收获1注头奖、10注三等奖和10注
四等奖，总奖金1186万元。

目前，大乐透奖池资金涨至5.14
亿元，下期仍有高达1000万元的派
奖，彩民朋友仍有机会中得亿元巨
奖，也有机会收获最高至2400万元
的追加大奖。

（王世让）

幸运彩民仅花9元钱买彩
独揽1889万大奖

财神到
短信代码：601

实现梦想
短信代码：604

鸿运彩讯
短信代码：101

麒麟大师 短信代码：617
移动拨：12590389617
联通拨：101571559617
电信拨：

灯火阑珊 短信代码：615
移动拨：12590389615
联通拨：101571559615
电信拨：

巧采信息 短信代码：610
移动拨：12590389610
联通拨：101571559610
电信拨：

神彩飞扬
短信代码：626

尾王
短信代码：693

京海情报
短信代码：627

鸿运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