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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小小李李李李飞刀飞刀飞刀飞刀

短信代码：600

A=0(5)
移动拨：12590389615
联通拨：101571559615
电信拨：1183283559615

灯火阑珊 短信代码：615

“排列3、排列5”143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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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7 5D：09742

中国体育彩票
最新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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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现梦想

短信代码：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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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上期开出：
百位的4、×小小大（56期）、个

位的245、小××大。
二、本期关注：
千位的：2、4、5、7、8、9
百位的：2、4、5、6、7、8
十位的：0、2、4、5、7、9
个位的：0、3、4、5、8、9
三、组合近期重点关注：
1、十个位和值4（59期）、百位的

3（43期）；千位十位和值147（19期）、
十位的467（18期）

2、直码：大小大大（120期）、小
大小小（108期）、双单双单（97期），
历史最长110期。

3、双单×单（44期）、×小大大
（57期）。

4、百位十位和值45（25期）、千
位十位和值47（28期）。

5、双×单×（18期）、小××双
（17期）。

海南中奖情况：
直选3中0注，单注奖金1040

元；组选 6 中 3 注，单注奖金 173
元。

体彩海南“4+1”第14147期开
奖猜码游戏中，海南不仅中出2注一
等奖，还中出无数注定位3、定位
2，而南国都市报彩票栏目的大师们
在此期开奖猜游戏中也立下汗马功
劳，不论是在报纸栏目上还是在短讯
平台上，都给彩民朋友奉献了多组准
确定位2好码，有力地帮助彩民朋友
揽下大奖，并得到了不少点赞。

回顾14147期开奖，当期开出
大奖号码“2405+4”（当期七星彩大

奖号码为：2405412），是一组兄弟
“45”连码加散号“20”组合，属常
规号难度不大，但也让许多爱走偏锋
的人迷失了方向。不过，南国都市报
彩票栏目的大师却法眼独到，窥透其
中奥秘，在推出的报纸栏目中擒住了
多组定位2。如 《关东彩霸》 一出
现，立即霸气逼人，抛出一组准2定
位“24XX”，让彩民朋友对其刮目
相看；而老名牌《麒麟大师》却带着
祥瑞而来，在三定现“205”的基础

上，向彩民朋友推出其精彩定位2
“2X0X”，再次显示其功力深厚的
“大师风范”；而名牌大师《新五指
山》也不甘落人后，一下山就亮出其
准确定位2彩码“X40X”，让彩民振
奋不已。而一向以复式见长的名牌大
师 《神彩飞扬》 在推出三字现

“524”的基础上，也以一组复式码
“X49/05X”勾中了一组准定位2好
码“X40X”，充分体现了他的“神
彩风范”。此外，《睡美人》、《京海情

报》 等大师也分别猜中了三字现
“254”和“452”。

在本报短讯平台上的表现也不
错，他们猜码结果与报纸栏目上的表
现确有异曲同工之妙。如后起之秀
《东方码神》，他一登台就亮出其精彩
定位2好码“2X0X”，与 《麒麟大
师》的结果不谋而合。而名牌大师
《尾王》也在短讯平台上一展其“王
者 归 来 ” —— 以 一 组 复 式 码

“27XX05”一举圈定当期大奖号码

“2405”的定位2彩码“2XX5”，让
彩民朋友为之折服。

近10多期以来，本报短讯平台
上精彩好码连连爆出，让彩民朋友收
获不少，彩民朋友都点赞说南国彩票
短讯平台是一座“藏金”宝库。其不
断滚动性更新的彩票猜码信息埋藏着
无数珍宝——精准彩码信息，多关注
短讯平台好运自然来。

（南国都市报记者 侯忠材）

“藏金”宝库引彩民不停点赞
本报短讯平台精彩定位好码不断

铁卒386配2749同上！
二码定位：
xx38/49、xx49/38、x49x16
38/49xx、27/49xx、49/27xx
x38x49、61x38x
三数组合同上：
796.793.795.794.798
894.896.893.895.394
三数组合定：
27x49/38、27x38/49
61x38/49、61x49/38
x27/38/49、x27/49/38

范围码：1627头 4938百
0549十 8327尾

铁率：18，13，98，84
三字现：
198，193，184，143
639、968，643，684
二定位：
16X49X，X49/49X
27XX38、16XX38
X49X38，XX49/38
三定位：16/49X38
27/49X38，16X49/38

铁卒638配4975同上！
二数组合定位：
49x05x、05x49x、16x38x
38x16x、x05/16x、xx38/49
xx49/38、49x16x
三数组合同上：
384、389、349、489
234、734、382、896、893
三码定位：
38/05/16x、05/49/27x
x27/05/49、49/38/05x
x38/05/49、38/16/49x

判死8头，判死1尾。主攻
单头，头尾合单，中肚合单，值
围：14-28。头尾数0589，中肚
数1357，不同行58、68、79。

二数合 3、 8，三数合 0、
1，铁卒：59，死数1。

任选三： 526 528 546
548 926 928 946 948

定位 2：× 0× 2、× 0×
8、×0×9、×6×0、×6×
9、×7×0、×7×2、×7×
8、×7×9、×9×0

三定组合：56×2、59×2、
5×28、5×48、90×2、96×
2、9×28、9×48、59/09×28

参 考 码 ： 5042 5942
5028 5048 9042 9042
9028 9048

不久前，英国“国家彩票”为了
庆祝其发行20周年纪念日，召集了
20位中奖金额至少为100万英镑的大
奖得主拍了一组土豪味道十足的盛装
合影。

照片的布景来看极为奢华，堂皇
富丽，华灯闪烁，酒杯满目，气氛欢
愉。男士大奖得主都穿着西装出席，
而女得主也均穿着华美礼服。参与合
影的最高奖金的得主是坐在中间的一
位男士，中得4000万英镑，坐在中
间桌前的一位小伙和身着淡蓝色礼服
的女士分别中得100万英镑和300万
英镑，俩人帅气、秀美的容貌，不禁
令人感叹：这才是人生赢家！

这般美如画，而且土豪气息十足
的照片很难出现在中国，绝大多数大
奖得主兑奖时即使在盛夏都会将自己
裹得严严实实，更别说多年之后找他
们回来做活动了。

罕见！20位“土豪”盛装大合影

统 计 员
短信代码：618

二 定 位 ： 0X2X， 0X7X，
5X2X， 5X7X， 0XX4， 0XX9，
5XX4，5XX9

三 字 现 ： 024， 029， 074，
079，524，529，574，579。

范围码：千0527，百3849
拾2716，个4938

七星彩：5874556，0329001

没有27成奖，二数16合二数合
27。

二字定：
2x4x，2x9x，7x4x，7x9x
2xx0，2xx5，7xx0，7xx5
三字现：
240，245，290，295
740，745，790，795
七星彩：7845889，2390334

激情岁月

短信代码：628
仠位范围：38496
三 字 现 ： 234、 347、 239、

379、248 、478、289、079
两 定 位 ： 42xx、 X65x、

97Xx、 92xx、 93xx、 47xx、
4x5x、9x0x、9xx8、x2x3

三字定：970x、930x、425x
42x3、93x8、965x、42x8
直码：4253、9208、9308
4753、9653 、46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