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国 地 质 大 学、辽 宁 大 学
江西理工大学、哈尔滨师范大学
高升专、专升本、高升本招生专业：会计学、工商管理、法学、市场营销、金融保险、旅游管理、
物流管理、行政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计算机信息管理、工程造价、供用电技术、通信工程、工
程管理、土木工程、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教育学、学前教育、物理学、化学、心理学、语文教
育、数学教育、给水排水工程、土地资源管理、地质工程、资源勘查工程、测绘工程等等。文凭
在学信网上可查，国家承认学历，符合条件的本科生可授予学士学位。现已开始接受报名
海口大同路九州大厦三楼（万国大都会旁）66671999、66734999、13876544666
三亚河东路山水云天大厦二楼208室（三亚教育局旁）88277599、13337693120

网络教
育和成
教招生

本栏目逢二、四、五刊出（规格：3.5×4.5可倍增）
主办：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广告中心 承办：海南征途广告有限公司
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昆南路汇隆广场二单元1606室 电话：65807808
热线：13178989992 13976994101 传真：65889558 QQ:2366318556

招生 直聘 培训广告教育就业
负责人：李发亮 成成

教教
招招
生生

哈尔滨工程大学
济 南 大 学

北京化工大学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招生专业：土木工程、工商管理、法学、
化学工程与工艺、制药工程、会计学、人
力资源管理、旅游管理、自动化、机电一
体化、市场营销、汉语言文学、生物制药
技术、应用化工技术、建筑工程技术等。

地址：（海口）海口市白龙南路46号海南省委组织部党员干部教育中心108室
电话：65377755、13118988884（赵老师）65383566（颜老师）13016299888（陈老师）
地址：（三亚）三亚市解放路德育巷三亚市第三中学教学楼
电话：叶老师：88268685 18976744685 程老师：18907613869

颁发教育部统一印制并电子注册的毕业
证书，国家承认学历。符合条件者，授予
学士学位。现开始接受报名

30彩票

概率七星
短信代码：602

杀 378 头，239 百，579 十，
579尾。

范围：012456 头，014567
百，012468十，012468尾。

单双定位：双双单双。值围：
10-24。死数。

任选三：016 036 216 236
018 038 218 238

定位 2：14××、24××、
44 ×× 、54 ×× 、64 ×× 、
16 ×× 、26 ×× 、46 ×× 、
56××、66××

三定组合：24×0、26×0、
64×0、66×0、26/46×02、26×
13/02

参 考 码 ：2410 2610 6410
6610 2430 2630 6430 6630

移动拨：12590389621
联通拨：101571559621
电信拨：1183283559621

小宝版局
短信代码：621

妙手点金 总结：1680期两数合3 4，铁卒 1 2，有码：7 8

流水1674期 0头、后两数7、
8，三码的和是5，1675期奖中开9、
6两数合回5。1673期百位数7、个
位数2，与1674期十位数7，三码和
是6，1675期奖中开9、7两数合回
6。两招同步往下推，前提基数分
别是5、4、2、0、9、3；6、2、1、2、6、4。

结论：本期两数合3 4

流水 1673.1675 期千位数 4、
9，与1674期十位数7，三码的和是
0，1676期奖中开0上奖。1674期
个位数8，与1675期中间两数7、9，
三码和是 4，1676 期奖中开 4 上
奖。两招同步往下推，前提基数分
别是0、9、6、4、1；4、6、6、4、2。

结论：本期铁卒1 2

流水1673.1674期十位数4、7，
与 1675 期千位数 9，三码和是0，
1676期奖中开0上奖。1672期个位
数5，与1673期十位数4，1675期千
位数9，三码和是8，1676期奖中开8
上奖。两招同步往下推，前提基数分
别是0、6、6、2、8；8、9、6、2、7。

结论：本期铁卒8 7

CD=9（4）A+1（6）=BCDAB=3（8）ABD=6（1）

超级大乐透15047期攻略：凤尾回升连号望回补
凤尾望回升
区间比开出3：1：1，自一区结束

断区后，目前回补开势强烈，近2期
均开出2枚及以上奖号，且开势集
中，连号、斜码回补疯狂，本期仍可关
注一区热出，严防2枚左右奖号现
身，龙头望下滑，看好热号回补；二区
保持1枚奖号开势，开出1枚重码

22，近期二区远离断区，且奖号多回
补在1-2枚左右，未来近期仍看好
奖号保持此开势，防1枚左右开势，
本期主防散号回补；三区上期开势转
冷，仅现身1枚奖号26，凤尾下滑至
2字头，本期可防上升，振幅看小。

看好连号回补
在最近10期周一开奖中，断区

情况共计出现5次，其中2次在一、
三区，1次在二区，且其断区间隔较
为频繁，大多较为集中，在下周一中，
可重点关注一区断区状态；由断区带
来的龙头开势较为不稳，10期内，仅
有5次为个位数奖号现身，故本期可
严防1字头奖号为龙头现身。热态
方面，连号共计5组，其中包括3连

号一组，且近3期周一开奖中，连号
持续遗漏，本期看好连号回补几率较
大。

精选复式：03、11、12、17、24、
28、30+03、08、09

单挑一注：11、12、17、24、30+
03、08

（新彩）

个人观点：AB两数合83；CD两
数合49；三数合16；

两 字 定 ：51XX 88XX 42XX
24XX XX54 XX09 XX81 XX18

三字定：510X 51X9 885X 88X4

4X18 4X81 24X8 241X
三字现：241 248 184 182 150

159 901 905
四字定：5109 5159 8854 8804

4281 4218 2481 2418

2015年4月27日 星期一 责编/叶海声 组版/李芬

数字武道
短信代码：690

小伙机选喜获500万
领奖上演速度与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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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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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注，
单注奖金3968582元；二等奖中21注，
单注奖金15540元；三等奖中2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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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注奖金15540元，三等奖中3注。
奖池为：5000000元

“排列3、排列5”15109期开奖结果

3D：649 5D：64979

体彩7星彩15047期开奖结果

号码：7242976

中国体育彩票
最新开奖

海南“4+1”15047期开奖结果

号码：7242+9

河北省平山县的小伙儿小王
（化姓）最近中奖了，但是他自己并
不知道，一直忙着张罗外出务工的
事情。4月20日，小王离开了家乡
踏上了去天津的务工之旅。

当天等一切安顿好之后，小王
走上街头，想要熟悉下周围的环境，
他看见街角的体彩投注站时，忽然
想起还有两张彩票没有兑奖，于是
便走了进去。他先拿出那张自己精
挑细选的超级大乐透彩票兑了起

来，可惜连5元都没中。在失望之
余，他又拿起那张随便机选的七星
彩彩票继续兑奖。看着走势图，小
王吓了一跳，怎么自己的号码和七
星彩第15043期待开奖号码一模一
样啊？难道是中奖了？他赶忙拿着
彩票找销售员核对，热心的天津大
姐兴奋地告诉他：“小伙子，快收好，
中了500万呀！”这下小王真得有点
傻了，满脑子都是销售员大姐那句
浓郁的天津话：“中了500万呀！中

了500万呀……”等回过神来，小王
直接奔向了天津汽车站，连夜赶回
石家庄。

在路上的小王也没闲着，他先
是用手机查询当期开奖号码，又打
电话到体彩客服95086确认当期的
中奖信息。晚上到了石家庄，他特
意住了家带电脑的宾馆，是各种开
奖渠道一通狂查，生怕是自己弄错
了。4月21日一大早，他就走进了
河北省体彩中心的候奖室。“一晚上

我的心里就像是揣了只兔子，整整
一夜没睡着。”小王憨厚地说，“早知
道能中奖就应该先兑完奖再出门，
不过为了大奖再折腾也都值了。”

小王说领奖后要先把家里迟迟
未动工的房子盖起来，让老人们早
日住进新房。他本人会尽快赶回天
津，因为不想改变目前的生活状
态。至于剩下的钱怎么花，他还要
认真地规划规划，也许他的人生从
此将有大不同。 （新彩）

直码追击 1680期两数合49，三数合16

本期七星彩四码重点分析以
204579为上奖基数，此期二数合
49，三数合16，铁卒：25，千位
273， 主 攻 2， 百 位 015， 定 0
稳，十位 498，用 4较好，个位

506，主用5，该期大奖主攻方向
对数或双重配码。

任选三： 204、 205、 243、
045、255、455

定位二：20××、2×4×、

2××5、×04×、×0×5、××45
定位三：20×5、204×、2×

45、×045、25×5、×545
四数参考码：2045、2540、

2545、2095、2590、2595

（1）本期头奖以7244为主攻，
稳坐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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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4；位：7、
4；2位：4、7，2、；个位：1、2、3

（4）三字现：563、724，834、
353、143、380、032、273、327、352

（5） 定 位 2： 3XX4、 3XX2、
3XX3、 X3X4、 X3X2、 X3X3、
XX33、XX34、Xx32、6X9X

（6） 定 位 3： 724X、 742X、
247X、 274X、 427X 472X、
35X2、975X、X532、x975

（7）参考码：7244、7243、7242、
7240、 7249 7248， 7247、 7246、
7245、7241

（8）4+1码：3914
（9）七星彩：39141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