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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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万

元；二等奖8注，单注奖金41415元；三
等奖中164注，单注奖金1800元。

本省中奖情况：
一等奖中 0注，二等奖中 1注；

三等奖中9注。
奖池为：11887527元

“排列3、排列5”15090期开奖结果

3D：684 5D：68483

体彩7星彩15039期开奖结果

号码：5996364

中国体育彩票
最新开奖

海南“4+1”15039期开奖结果

号码：5996+3
“4+1”中0注，单注奖金13万元；

定位4中0注，单注奖金13000元；定
位3中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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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571557+大师代码

■海南电信手机拨打
1183283559+大师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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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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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宝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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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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金江大桥封闭施工、车辆绕行的通告
金江大桥维修加固工程即将开工建设，为确保施工期间行车安全和工程施工的顺利

进行，从2015年4月07日至2015年11月07日对金江大桥实行全幅封闭交通管制,具体
管制情况如下：一、海口至屯昌方向车辆绕行至环城西路-文明路-解放中路-金江防洪
大桥-文化南路方向通行；屯昌至海口方向车辆绕行至文化南路-金江防洪大桥方向通
行。

二、交通管制期间车辆遵守交通，注意提示标志标牌，减速安全通行。
途经车辆在交通管制期间要服从现场交警或施工安全人员的指挥，确保安全通行。

由此带来的交通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通告。

海南省公路管理局澄迈公路分局
海南省澄迈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2015年3月30日

3 月 29 日 ， 双 色 球 第
2015035期全国一共中出13注一
等奖，单注奖金636万多元，我
省共中出1注一等奖被江苏省常州
的彩民幸运中得，中奖彩票是一
张守号28注56元的8+1的红色球
复式票。

这位中得双色球一等奖大奖
的常州彩民张先生是一位不折不
扣的老彩民了。自双色球2003年
上市以来，张先生就开始关注并
购买双色球，而且他喜欢固定在
一个投注站购买，时间久了，也
和投注站的销售员熟络起来。经
常一起探讨选号心得。张先生总
结12年来的选号心得，也总结出
了一套自己的选号方法，并且义
务性的向大家讲述自己的心得体

会。附近的彩民一听说张先生分
享选号心得，很多彩民都会赶到
投注站去“取经”。张先生从不吝
啬自己的选号方式，当他研究出
一套自己觉得比较满意的投注方
案时，也会经常向彩民们推荐。
其中在去年的时候，通过张先生
的推荐，有三位彩民都中得了双
色球三等奖，也正因如此，张先
生的名声在当地也算是打响了。

张先生是一位生意人，前几
年因为公司刚刚起步，张先生是
起早贪黑的扑在了事业上，对于
老婆和孩子关心的太少。有一次
张先生在家正在研究双色球号码
走势。看着走势图，张先生根据
自己的投注技巧运算号码的时
候，张先生的孩子走到他旁边，

缠着张先生让他陪孩子玩。张先
生说，当时有一种算法感觉特别
好，可是孩子进来一和他说话，
那种感觉荡然无存。张先生想，
过去很少陪伴孩子，感觉亏欠孩
子太多了，就产生了一个想法。
他把孩子叫到身边，让孩子跟他
一起选号码。张先生告诉孩子，
让他从1到33的红球里面选择6
个号码。孩子的想法永远是单纯
的。孩子说：“那就选爸爸的生
日，妈妈的生日和我的生日，拼
在一起不就正好是六个数字了
嘛！”张先生想了想，又分别把1
号与33号加入其中。张先生说，
自己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喜欢有始
有终，1号是红色球的第一个数
字，而33号是最后一个数字，正

好也寓意有始有终。号码选好
了，张先生就开始付诸行动了。
张先生每次在购买双色球时，这
注号码永远是守号的号码。张先
生说，这注号码已经守号守了将
近5个月了，期期都会买。因为每
次购买这注号码，就感觉是和孩
子一起在做这件事，就会觉得特
别有意义。

有句话是这么说的，上天总
会眷顾那些善良的人。张先生就
是一位善人。张先生每个月都会
定期到养老院、福利院去做志愿
者，尽自己的能力去帮助他们。
这次张先生中得双色球大奖，他
自愿捐出一万元钱为全省的慈善
事业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新 彩）

儿子选号老爸买彩！

父子搭档轻松揽636万

杀 135 头，236 百，589 十，
578尾。

范 围 ： 023468 头 ， 145789
百，012346十，012349尾。

单双定位：双单双单。值围：
10-24数5。

任 选 三 ： 076 078 476
478 096 098 496 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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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定 组 合 ： 04 × 24/13、
04/79×13、04/79/24×、×79/
24/13

参 考 码 ： 6721 6723
6741 6743 6921 6923
6941 6943

数字武道 短信代码：690

（1） 本期头奖以 5990 落下三码为主
攻，稳坐9，二数合5、8，三数合3、9，值
数为3、8值。

（2）头奖结构：二数相差1，二数非差
0，一单三双，一大三小

（3）千位：8、9、0；百位：9、8、0；
十位：5、6，7、；个位：3、1、2

（4）三字现：
599、042，672、462、054
380、272、492、162、563
（5）定位2：

59XX、99XX、95XX、X95X
XX52、67XX、6X9X、2XX1
X76x、X67X
（6）定位3：
995X、959X、599X、X975、380X
49X2、0X04、4X44、070X、975x
（7）参考码：
9952、9951、9950、9959、9958
9957、9956、9955、9954、9953
（8）4+1码：99529
（9）七星彩：9952918

（预测海南4+1第15040期开奖）

版局 1650 期千位数 6，与
1651期9头0尾，三码的和是5，
1652期奖中开9、6两数合回5。
1649期十位数7，与1650.1651期
个位数3、0，三码和是0，1652期
奖中开9、1两数合回0。两招同步
往下推，前提基数分别是5、0、5、
7、3、7；0、0、7、3、2、0。

结论：本期两数合：7 0

版局1653期中间两数6、5，
与1655期千位数3，三码和是4，
1656期奖中开4上奖。1654期千
位数1、十位数1，与1655期十位
数2，三码和是4，1656期奖中开
4上奖。两招同步往下推，前提基
数分别是4、7、8、2、1；4、4、4、3、
2。

结论：本期铁卒1 2

版局 1650 期十位数 5，与
1651期前两数 9、2，三码和是6
（对数1），1652期奖中开1上奖。
1649.1651期十位数7、9，与1650
期个位数3，三码和是9，1652期
奖中开9上奖。两招同步往下推，
前提基数分别是6、1、9、9、1、1；
9、6、7、8、6、3。

结论：本期铁卒6 3

个人观点：
AB两数合94 CD两数合

38；三数合72。
两字定；
xx62 xx35 xx08
xx53 72xx 27xx
81xx 18xx

三字定：
720x 72x8 186x 18x2
185x 18x5 813x 81x3
三字现；
126 128 862 861
270 278 087 082
四字定；

8135 8153 1862 1835
7208 2708 7253 7235

本期和值应在 91-94之间
振荡，可关注92点位左右；

小区（01-12）：上期开出号
码12，近5期出号04枚，

该区出号将增加，本期关注
该 区 02 路 码 出 号 。推 荐 04
05 09 10

中区（13-24）：上期开出号

码19 22，近5期出号13枚，本
期该区留意 12 路码，推荐：15
17 18 21

大区（25-35）：上期开出号
码31 35，近5期该区共开出08
枚，该区号码将增加，本期留意该
区 01 路码开出，推荐：27 28
29 33

后区：开单双，大大，和值15
本期后区看好20路出号，
前区大底：04、05、09、10

15、17、18、27、28、29、33
前区胆码：09 18 21
后区四码：02 05 09 10
后区三码：02 05 10
后区两码：05 10

后区三码02 05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