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年10月28日 星期二 责编/徐伟东24彩周刊

小小小小李李李李飞刀飞刀飞刀飞刀

短信代码：600

移动拨：12590389615
联通拨：101571559615
电信拨：1183283559615

灯火阑珊 短信代码：615
A=2(7)

神彩飞扬

短信代码：626

京海情报

短信代码：627

尾 王

短信代码：693

巧采信息 短信代码：610
移动拨：12590389610
联通拨：101571559610
电信拨：1183283559610

“排列3、排列5”14292期开奖结果

本栏目所公布的开奖结果仅供参
考，不做为兑奖之依据，兑奖请以彩票
官方机构公布的号码为准。

3D：841 5D：84182

中国体育彩票
最新开奖

超级大乐透14126期开奖结果

02、09、22、30、34+09、10

新 五 指 山
短信代码：613

大 家 乐

短信代码：622

稳坐3 少用6
最少一码：025 最多一码：178
头围：0345 尾围：02358
中肚：2459 十位主攻25
本期主攻：392X，592X，345X
二数合：127 三数合：246
三字现：
234 239 245 259
034 345 458 035
定位：X42X，34XX，92XX

39XX，3XX0，3XX5
四码：3420 3920 3425

3925 3458 3485

玩转七彩

短信代码：609

南国彩票“神码”不断。这是
近来彩民朋友对南国都市报彩票栏
目众大师的最真实的评价。不错，
连续几乎期体彩海南“4+1”开奖
中，大师们都为彩民朋友奉献了很
多组精彩的二定位、三定位神码，
帮助彩民朋友中了不少大奖。而在
刚刚过去前两期开奖中，又有多位
大师奉献出多组准确二定位码，让
彩民朋友中了不少奖，彩民朋友也
因此点赞不断。

回 顾 10 月 24 日 晚 开 奖 的
14124期体彩海南“4+1”开奖，
当期开出大奖号码为“0891+8”
（ 当 期 七 星 彩 开 奖 号 码 为 ：
0891892），是一组三兄弟“890”
加“1”的组合，虽然不是很难，

但因排序完全出乎意料之外，以致
众多南国都市报彩票栏目的大师虽
然猜中了三字现，却在定位的猜测
中败北。如《概率七星》、《睡美
人》、《尾王》、《凤凰驿站》、《财神
到》、《温柔三刀》、《彩海蛟龙》等
大师都分别猜中了三字现“109、
810、190、819、890、910”，但
在定位时却都因排序不对而失败，
令人为之惋惜。不过，名牌大师
《玩转七彩》却一枝独秀秀出了一
组准二定位码“0XX1”，重塑了
彩民朋友对大师们的信心，他因此
被彩民朋友戏称为“人如其名，当
不愧‘玩转七彩’的高手”。

而在体彩海南“4+1”14125
期开奖中，南国彩票栏目的大师们

又给彩民朋友奉献出了多组精准的
二定位码。当期“4+1”开奖号码
为“5616+4”（当期七星彩开奖号
码为：5616459），开出两兄弟

“56”加双重“66”组合，出码回
归常态，大师们的发挥也很出色，
不论在报纸栏目还是在本报短讯平
台上都有奉献。其中，老名牌《玩
转七彩》继续发挥上期推出准确二
定位的余勇，一登场就亮出一组准
二定码“56XX”，让彩民朋友信
心满满，欢欣鼓舞；而名牌大师
《数字武道》、《梦想成真》也不甘
落后，先后给彩民朋友奉献一组准
二定位“56XX”，并赢得彩民朋友
的喜爱；而《财神到》更是人如其
名，人到财运到，在短讯平台上也

一 举 推 出 一 组 准 二 定 位 码
“56XX”，帮助彩民朋友收获了一
笔小财；纵看以上几位大师推出的
此期二定位码都是“56XX”，可
见，大师们的猜码真是“英雄所见
略同”。一向以复式码见长的《凤
凰驿站》，此期在推出三字现

“156”的基础上也以一组复式二
定码“X16/16X”，将此期大奖号
码“5616”的二定位“X61X”圈
定，从而赢得了彩民朋友的不少点
赞。

此外，《峰回路转》也推出一
组三字现“156”，帮助彩民朋友
缩小了猜码范围，让彩民朋友对其
刮目相看。

（南国都市报记者 侯忠材）

南国彩票“神码”不断
财神玩转数字梦想成真

铁卒27配38同上！
二码定位：
72x38x、 38x27x、 49/05xx、

x27x38、27/05xx、05/27xx、49/
38xx、x38x27

三数组合同上；
238、 738、 027、 834、

839、830、043、049、045
三数组合定：
27/05/38x、05/27x38
38/05/27x、49/05/38x
49/38/05x、x27/38/38

范围码：9438头3849百
3850十5027尾

铁率：92，97，58，53。
三字现：
529，902，957，907
985、908，953，903
二定位：94XX27，X38/50X

X05/83X、94/38XX
38/49XX，X49/50X

三定位：49/38/50X
49/50/38X，49X50/27

铁卒027配389同上！
二数组合定位：
49x05x.、 05x49x、 49/

05xx、 27/05xx、 x49x16、
x27x38、x38x27、05/27xx

三数组合同上：
384、 389、 349、 489、

234、 734、 382、 203、 208、
703、708、467

三 码 定 位 ： x38/27/38、
27/05/38x、 49/05/38x、 x38/
05/49、49/27x38

判死8头，判死6尾，主攻单
头，头尾合单，中肚合双，值围：9-
20。头尾数02345，中肚数0135。

二数合1、2，三数合8、9，铁
卒：45，死数：8。

任选三：403、402、413、410

503、502、513、510
定位2：
1×0×、1×2×、1×3×
1×4×、2×0×、2×2×
2×3×、2×4×、3×0×
定位3：

1×07、1×27、1×47
2×07、2×27、2×47
参考码：
1207 1227 1247
2247 1407 1427
1447 2407 2427 2047

铁卒27，配16。
二定位：7XX1，7XX6
2X3X，2X8X，7X3X
7X8X，2XX1，2XX6
三字现：
231，236，281，286
731，736，781，786
范围码：
千位：3827，百位：3849
拾位：3816，个位：4916
七星彩：7436556，2981001

分析师预测信息查询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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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户只要用手机拨打以上号码+分析师代码，系统就

会自动向您的手机发送短信，轻松获得对应大师最新的预

测信息，助您中奖一臂之力。

例如：用户想查询《财神到》的最新预测信息，可用手机拨

打：

12590389+601（移动）
101571557+601（联通）
1183283559+601（电信）

短讯平台对应分析师代码表

注：以上讲码师预测信息若未见报，彩民朋友仍可通过对应短信代码正常查询各位
讲码师最新预测信息。短信平台实时更新，开奖日中午12点后更有各位讲码的最新分
析结果，给您不一样的惊喜！

查询费
1元/次

小李飞刀 600
财 神 到 601
概率七彩 602
梦想成真 603
实现梦想 604
睡 美 人 605
七星达人 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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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海拾金 614
灯火阑珊 615
东方神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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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090
尾 王 69393
十万八万十万八万 696696
彩海蛟龙彩海蛟龙 100100
鸿运彩讯鸿运彩讯 101101
铁码精英铁码精英 102102

1605 七星彩以 0538 为基
数，第一星主攻234789，第二
星270385，第三星562048，第
四星 069438。 AD 合 051627，
BC合2749。X=493058

铁卒：05 稳座：49

组合三：259，235，239，
234， 374， 459， 257， 237，
357，358，457，092

定 位 二 ： 3xx3， 3xx4，
3xx8， 7xx3， 7xx4， 4xx3，
75xx，x52x，xx23，3x2x，，

定 位 三 ： 35x3， 35x4，
35x8， 325x， 725x， 752x，
7x23，7x28，x523，x253，

参 考 码 ： 3523， 3253，
4253， 4523， 7253， 7523，
7583，7453，7458，7653

梦想成真

短信代码：603
本期范围码：
千位3849百位2716
拾位1638个位3816
二字定：
32xx，37xx，82xx，87xx
3xx1，3xx6，8xx1，8xx6
三字现：
321，326，371，376
821，826，871，876
七星彩：8261223，3716778

铁卒：6
头：0258 尾：0516
百：0359 十：1359
二数合：05、49 三数合：05、16
任选3：056、069、569

059、145、014
定位2：0××6、05××、0×9×

××96、×59×、×56×
定位3：
059×、056×、05×6
×596、5×96、0×96
七星彩码：0596215、0541215

十万八万 短信代码：696
移动拨：12590389696
联通拨：101571559696
电信拨：1183283559696

铁率42：防58，2、5值
A+B+D=6/1、B+D+C=0/5
A+B+C=7/2、A+C+D=6/

1、A+B=9/4、C+D=5/0、A+D=
1/6、B+C=3/8、A+C=2/7、A=
469、B=054、C=348、D=247

三字现：

046、026、246、345、259
557、558、467、246、245
定位2：
60XX、 X04X、 6X4X、

X54X、X53X、X56X、9XX7、
6XX7、XX47、XX87

定位3：

604X、60X2、6X42、453X、
95X2、 55X7、 558X、 6X47、
6X42、45X2

参考码：
6042、6432、6545、4587、

4087、6087、4583、6084、4547
4+1码：6042+2 激情岁月

短信代码：628
仟位范围：02468
三字现：128、268、246、124、

129、269、125、265、236
两 定 位 ：62xx、65Xx、67Xx、

x26x、x21x、x69x、X63X、x43x、
6xx2，x49x、xx62、xx12

三 字 定 ：62x4、679x、x264、
x214、x632、x432、826x

四码范围：
02468头、24657百
16394十、3274950尾
直码：8264、6792、6232

6214、6234，9214

范 围 ： 千 位 2716， 百 位
1638，拾位3849，个位1649。

重点包码：491627xx164938。
三 字 现 ： 241， 246， 291，

296，741，746，791，796。
二 字 定 ： 2X4X， 2X9X，

7X4X， 7X9X， 2XX1， 2XX6，
7XX1，7XX6。

七星彩：2641223，71967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