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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信代码：619

特选版局

A=3（8）

移动拨：12590389619
联通拨：101571559619
电信拨：1183283559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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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列3、排列5”15028期开奖结果

3D：357 5D：35744

超级大乐透15012期开奖结果

03、04、06、11、31+05、09

中国体育彩票
最新开奖

海南中奖情况：
一等奖中0注，单注奖金0元；

二等奖中1注，单注奖金161425元；
三等奖中5注，单注奖金2540元。

奖池金：877629027元

海南中奖情况：
直选 3 中 5 注，单注奖金 1040

元；组选6中17注，单注奖金173元；
排列5直选中0注，奖金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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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 美 人 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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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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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东彩霸 短信代码：612 移动拨：12590389612
联通拨：101571559612
电信拨：1183283559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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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秘女子兑走2980万
该领奖女子称：得主另有其人，我是代领

根据近期规律特点，推出铁
率：45防03，1、6值
A+B+C=1/6、B+C+D=6/1
A+B+D=8/3、A+C+D=5/0
A+B=9/4、C+D=1/6、A+D=3/8
B+C=7/2、A+C=6/1、B+D=4/9
A=034、B=459、C=230、D=389

三字现：245、259、035、034、
048、334、345、348、349、459

定位2：45XX、XX29、0XX3、

XX33、XX39、XX38、 05XX、
34XX、3XX8、X53X

定位 3：452X、X529、05X3、
043X、04X8、343X、543X、X438、
053X、X439

参考码：4529、0533、3503、
0933、0539、0439、3439、0433、
0438、5438

4+1码：4529+1
七星彩：4529135

判死2头，判死8尾
主攻单头,头尾合单,中肚合

单,值围:7-1。
头尾数 0124,中肚数 1357,

不同行58、68、79
二数合 8、9,三数合 0、1,铁

卒：13
任 选 三:301、304、321、

324、901、904、921、924、325、329
定位 2:×0×0、×0×1、×

0×2、×6×0、×6×1、×6×2、×
6×3、×6×4、×8×0、×8×1、×
8×2、×8×3

三定组合:30× 2、36× 2、
38×2、3×02、3×12、3×42、

39/08 × 02、39 × 14/02
参考码：3012、3612、3812、

3042、3642、3842、3212、3412

1月3日晚，体彩大乐透2015年
首期开奖，山东潍坊诸城彩民成为
当期最大的赢家，狂揽3注追加一等
奖，总奖金高达2980万余元。巨奖
喜讯一经爆出，立即成为鸢都街头
巷尾热议的话题，大家纷纷猜测到
底是哪位“大神”中得巨奖。近日，
一位神秘女子来到体彩中心，手中
拿的正是大乐透15001期3注追加
一等奖的中奖票，2980万巨奖得主
终于现身。

领奖女子大约40岁左右，凭借
一张45元的单式票，她收获3注追
加一等奖，6注六等奖，领走了共计
29802015元的奖金。在办理领奖
手续的过程中，这位领奖者显得格
外冷静，脸上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
喜悦，不过从她填表时微微颤抖的
手中还是可见端倪，想必此时内心
也是激动不已。面对如此高额的奖
金，换做任何一人可能都会不淡定
吧。关于选号技巧、奖金安排等问

题，这位女子表示不方便回答，只透
露中奖者其实另有其人，她是代别
人来领奖，而她和巨奖得主的关系
也没有表明。办理完领奖手续，这
位“神秘女子”就匆匆离开了体彩中
心。

笔者从巨奖中出地12496投注
站王秀霞站长那里了解到，1月3日
那天曾有位中年男子到她站点上买
了一张50元左右的大乐透，“站点上
的老彩民我都认识，那位看着眼生，

应该是顺路过来打票的，大概有40
来岁，穿着很普通，记不清长啥样
了，我也不敢肯定是他中的，不过那
天没有女彩民来买大乐透，这个我
记得很清楚。”

中奖者到底是谁我们不得而知
了，不过2980万实实在在的奖金确
已被领走！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
网，赶紧到体彩站投注大乐透吧，说
不定下一个大奖就出自于您的手
中。 （晨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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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灯火阑珊

短信代码：615

统 计 员

短信代码：618

上期开出：千位的0、百位的
3、03组合、023组合、十位的4、
个位的 7、铁卒 01、03组合、小
小××、×小小×、×小双×、双
单双单。

本期关注：千位的：0、2、4、
6、8；百位的：0、2、3、5、6、9；十
位的：2、3、4、7、8、9；个位的：1、
2、4、5、6、7。

组合近期重点关注：
1、百位的0（34期）、十位个

位和值37（37期）、铁卒46（45
期）；2、十位个位和值 37（26
期）、百位的 02（23 期）；3、双
双×双（30期）；4、×小×双（29
期）；5、百位的027（16期）、十位
的368（15期）；6、直码：小大小
小（126期），小小大大（77期），
历史最长未出期是126期

本期应以0234578为基数，重
点主攻23578；头围2368，重点主
攻268头，尾重点主攻击357。

铁卒23，稳坐2
二数合9或7，三数合0或4
任选三：225、236、028、456、

356、235、058、023

定位二：2×5×、26××、
2××7、6××5、6××7、6××3、
8××5、8××3

参考码：2352、2635、2807、
6545、6357、6523、8605、8302

七 星 彩 参 考 码 ：2635146、
2807531、6357223、8605496

个人观点：铁率38，有码16；头
尾数38；中间数16

两字定：31xx、36xx、81xx、
86xx、xx63、xx68、xx13、xx18

三 字 定 ：3x68、3x18、8x13、

8x63、316x、361x、861x、816x
三字现：136、138、863、861、

113、118、663、668
四 字 定 ：3168、3618、8163、

8613、8113、8663、3668、31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