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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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中奖情况：
一等奖中0注，单注奖金0元；二

等奖12注，单注奖金32151元；三等奖
中212注，单注奖金1800元。

本省中奖情况：
一、二等奖中0注；三等奖中12

注。
奖池为：1143976元

“排列3、排列5”15020期开奖结果

3D：216 5D：21662

体彩7星彩15009期开奖结果

号码：2992021

中国体育彩票
最新开奖

海南“4+1”15009期开奖结果

号码：2992+0
“4+1”中 0注，单注奖金0万元；

定位4中0注，单注奖金0万元；定位3
中2注，单注奖金1300元。

■海南移动手机拨打
12590389+大师代码

■海南联通手机拨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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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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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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首个亿元巨奖大乐透2.67亿元巨奖19日晚诞生

得主极速兑走2.67亿巨奖

本期前区三胆看好21 22 24

上期回顾：15008期大乐透开
奖号码为：07、10、11、15、17+03、
10；当期开奖号前区区间比为3：2：
0，奇偶比为4：1，和值为60，大小比
为0：5，号码10、11连号。从号码
总体走势来看，近期小号区走强，连
号将淡出，后区以小号为主。

本期分析：前区近10期区间分
布是19∶16∶15，小数区域出号较
强。上期区间分布是3∶2∶0。上期
小数区域1—12出号3个，本区域

号码不可忽视；中数区域13—23出
号2个，本区域号码应注意防守；大
数区域24—35出号空缺，后期将呈
现弱化趋势。后区：小中区号码可
适当关注；本期以小号为主。近10
期奇偶比为22∶28，偶数出号较强。
上期前区为4∶1，后区为1∶1；本期奇
数出号偏弱，关注前区2∶3。后区：
近期奇数出号较弱，本期奇偶比关
注1∶1，防0∶2。012路上期前区为：
1∶2∶2；后区0、1路各1枚。本期前

区1∶1∶3；后区2路两枚。由于连续
多期开出了连号，本期连号开出的
可能性不大，可重点关注散号。后
区没有连号开出。上期前区和值小
幅回调，本期和值有上升的趋势，和
值应在46-139之间振荡，可关注
76点位左右；后区3—22之间。

本期重点：前区胆：07、14、20；
后区胆：05、08。组合推荐号码：
01、03、06、07、09、14、16、20、23、
32+05、08、12。 （中体）

前区分析：上期尾0路奖号开
出 10。尾 1 路奖号开出 07、11、
17。尾2路奖号开出15。本期尾0
尾 2看好反弹。防同尾数0、2开
出。尾数和值点位开出20点，本期
看好小幅上升，关注范围25-35，重
点0、2、7、8尾。上期奇数开出07、
11、15、17，偶数开出10，奇偶比4：

1，奇数多。本期看好奇偶比3：2开
出。和值上期开出60点位，与上上
期相比小幅回落，和值振幅为2，本
期看好大震幅，范围在40-55。和
值范围100以上附近。

后区分析：上期重复开出03、
10，组合为小大、质合、奇偶，本期
看好小大、偶奇数、合合数组合开

出。和值上期开出13点，本期关注
11-14点附近。

本期推荐：
前区胆码：21、22、24。
前区组合大底：13、14、16、18、

20、21、22、24、27、30、31、32。
后区组合：02、06、09、12。

（中体）

1月 19日晚，大乐透15008期
头奖开出54注535万，结果湖北一
位彩民花100元命中50注头奖，独
揽2.67亿元！20日下午3点，中奖
人火速现身湖北体彩中心，头戴

“马脸”卡通面具将这笔巨奖领走。
从中奖到领奖，仅仅相隔19个小时。

2015 年首个亿元巨奖花落湖
北！大乐透奖池也随之降至 8.38
亿。本次中奖与领奖发生的是如此
突然且迅速。19 日晚，大乐透
15008期头奖开出54注535万，不
久便证实，湖北一彩民凭借100元
独揽50注头奖。20日下午3点，得
主便现身省体彩中心，头戴面具领

走了巨奖。前后仅仅相隔19个小时
之后，可谓神速。

巨奖彩票站业主郑女士透露，得
主是位男性彩民，大概30岁左右，长
得白白胖胖的。他每次只购买大乐
透，近几个月来，每次都是机选1注号
码，倍投50倍，花费100元。“每次投
入100元，连个小奖都没见他中过，
可他仍坚持每期这么买。”当天下午
六点左右，他自选了1注号码，同样倍
投50倍，花费100元，谁料这次竟中
得2.67亿巨奖。

右图为：湖北新年首个收获2.67
亿元巨奖的得主戴“马脸”面具极速
领奖。 （新彩）

杀147头，468百，579十，589
尾。

范围：024568 头，123579 百，
012346十，012346尾。

单双定位：双单双双。值围：
11-23。死数9。

任选三：601、603、621、623、
801、803、821、823、600、620

定位2：2××0、2××2、2××
4、3××0、3××2、3××4、6××0、
6××2、6××4、7××0、7××2、
7××4

三定组合：61×0、63×0、72×
0、73×0、67/13×02、67×13/02

参考码：6100、6300、 7100、
7300、61206、7320、7120、7320、
6140、6340

版局1619期百位数9、十位数
8，与1621期十位数1，三码的和是
8，1622期奖中开8、0两数合回8。
1619期中间两数2、9，与1621期百
位数2，三码和是3，1622期奖中开
5、8两数合回3。两招同步往下推，
前提基数分别是8、5、4、3、5、5；3、
4、2、3、5、8。

结论：本期两数合5 8

版局 1615 期百位数 2，与
1616期中间两数2、8，三码和是
2，1618期奖中开2奖。1614期个
位数 0，与 1616 期后两数 8、3，
三码和是1，1618期奖中开1奖。
两招同步往下推，前提基数分别是
2、3、5、5、5、8、；1、0、0、
1、5、7、3。

结论：本期铁卒7 3

版局 1623 期十位数 8，与
1625期百位数1、个位数3，三码
和是 2，1626 期奖中开 2 上奖。
1621 期前两数 9、2，个位数 9，
三码和是 0，1622 期奖中开 0上
奖。两招同步往下推，前提基数分
别是 2、1、1、5、2；5、1、1、
4、3。

结论：本期有码2 3

（预测海南4+1第15010期开奖）
本期头奖以1634落下三码为主

攻，稳坐1，二数合3、6，三数合8、6，
值数为8、9值

头奖结构：二数相差1，二数非
差0，一单三双，一大三小

千位：3、1、8；百位：1、6、8；十
位：0、1、9；个位：4、8、6

三字现：164、380、169、597、
490、502、384、469、354、674

定位 2：16XX、X48X、X49X、
X47X、 64XX、 83XX、 1XX4、
1X9X、34XX、1X7X

定 位 3：16X4、27X4、38X4、
X975、975X、1X94、1X74、160X、
61X4、380x

参 考 码 ：1694、1684、1674、
1664、1654、1644、1634、1624、
1614、1634

4+1码：16946
七星彩：1694629

稳坐：58 配 24
千位：3874，百位：4536，十位：

2586，个位：0469
三定现：852、520、526、529、

457、345、650、180、690、369
定 位 ：85XX、83XX、34XX、

76XX、 36XX、 41XX、 X2X6、
X8X7、X39X、X47X

定 位 3：852X、X852、345X、
X345、369X、X369、765X、X765、
418X、X418

直码：8524、8520、8526、8529、
3457、8345、7650、4180、3690、
8369

个人观点：AB两数合72、CD
两数合61；三数合27。

两字定：x88x、1xx5、6xx0、
38xx、83xx、65xx、10xx、x51x

三字定：388x、833x、10x5、

65x0、108x、653x、426x、x884
三字现：108、105、851、850、

653、650、036、035
四 字 定 ：3881、8331、1085、

6530、1084、6535、4268、38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