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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信代码：626

京海情报京海情报京海情报京海情报

短信代码：627

小李飞刀
短信代码：600

灯火阑珊 短信代码：615
移动拨：12590389615
联通拨：116322889615
电信拨：1183283559615

七星统计员 短信代码：618
移动拨：12590389618
联通拨：116322889618
电信拨：1183283559618

巧采信息 短信代码：610
移动拨：12590389610
联通拨：116322889610
电信拨：1183283559610

稳坐3 少用5
最少一码：028、最多一码：169
头围：2347 尾围：02378
中肚：1236 十位主攻二月3
本期主攻：438X，413X，4X30
二数合：378 三数合：479
三字现：034、038、137、236

348、036、048、068
定位：43XX，4X3X，X38X

X83X，X8X0，XX80
四码：4380、4830、6380

6830、6382、6832

新五指山

短信代码：613

峰回路转

短信代码：629

尾王尾王尾王尾王

短信代码：693

麒麟大师 短信代码：617
移动拨：12590389617
联通拨：116322889617
电信拨：1183283559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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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78期开奖结果

3D：720 5D：72015

超级大乐透15076期开奖结果

03、19、21、31、34+05、12

中国体育彩票
最新开奖

2015年中小学各科暑假班7月5日开课

张力
数学

2015年海南省高考理科第一名 何声楷
2014年全省高考文科状元 吴湘雨，理科状元 寇雨婷，理科榜眼 潘丽晖
2013年全省高考理科状元 何中华，理科榜眼 李 洁，文科榜眼 陈心蕊
2015年“亚太杯”奥林匹克数学赛：王 翔、蔡锟瑾、赵胤祁获铂金奖；
2015“希望杯”全国数学赛；获一等奖2名、二等奖12名、三等奖112名；
2014海中高一理科实验班招考：王征翊获全省第一，符诗芃获全省第二，

陈家盈等59名学员考入海中免费生；中考学员86%考入重点中学；
2014小升初：海中、侨中、一中等重点学校新生推优中有135名学员进入；
2014海口中学（双岛）初一招考中吴佳倪等39名学员考入实验班免费生；

大同路66513143 国贸68598373 海甸66286068 秀英68659166
一对一68850118 昌茂66725068 府城65371857 农垦68919761

海南兴荣篮球俱乐部
暑期篮球夏令营招生
招生对象：兴趣班8-13岁，提高班14-18岁
训练时间：7月4日至8月22日每晚20：00至22：00，随到随

学、颁发结业证书，免费赠送篮球服一套（篮球自备）
训练地点：世纪公园篮球塑胶灯光球场（世纪大桥下复兴城旁）
报名电话：13518051686 刘教练 18889789105 罗教练

另开设：中小学数学、英语、化学、拼音、
看图写话、跆拳道、美术、口才、吉他。

地址：南沙路光辉电影大厦4楼66512308 13307555125

爱心培训学校
十四年诚信办学 人多就来砍价吧

7月6、13日开课!暑秋联报，秋季半价

名师作文、物理、拉丁、书法！

本栏目逢二、四、五刊出(规格：3.5×4.5可倍增)

招生 直聘 培训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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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线：13178989992 13976994101 电话：65807808 传真：65889558 QQ:2366318556教育就业

负责人：李发亮

判死6头，判死9尾。主攻单
头，头尾合单，中肚合单，值围：
10- 20。头 尾 数 0279，中 肚 数
3679，不同行68、13、02。

二数合 0、2，三数合 4、9，铁
卒：79，死数6。

任 选 三 ：073 093 273
293 071 091 271 291
105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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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位3：87×4、89×4、8×74、
8×94、37×4、39×4、3×74、3×
94、38×79/04

参 考 码 ： 8754 8954
8574 8594 3754 3954
3574 3594

1709 期七星彩以 5168 为基
数，第一星主攻051638，第二星主
攻 054987，三星主攻 670549，第
四星主攻567893。x=1627

铁卒：05 稳座：16有码：38

组合三：
018.036.086.168.178
199.876.567.568.268
定位；05/x/16/、x/49/27x、

x/16/05/x、16/xx57、x/68/x/57

定位三；05/16/05/x、05/49/
27/x、16/38/05/x、16/38/27/x

参考码
6817.1867.1997.1995.6875
1657、1857、1867、1975

一、上期开出：
千位的0、百位的4、十位的0、

千位个位和值678。
二、本期关注：
千位的：1、3、5、7、9；
百位的：2、3、4、5、7、9；
十位的：2、3、4、7、8、9；

个位的：1、3、5、7、9。
三、组合近期重点关注：
1、千位的1（48期）、千位个位

和值6（35期）。
2、×大×小（17期）、单××小

（17期）。
3、千位个位和值367（15期）、

铁卒06、46、66组合（29期）。
4、小大×小（40期）、小大大×

（34期）。
5、直码：小大大小（44期）、单

双单单（76期）。
6、铁卒06、46组合（29期）、百

位十位和值68（25期）。

铁卒16配27同上！
二数组合定位；
16/27xx、x27x49
x27x38、27xx49
x05/38x、x05/49
三数组合同上
681.672.675.674.679
259.254.759.754.185
三码定位；
16/27/05x、16/27x49
x27/05/49、27/38x16
27x38/16、27x05/49

铁卒627配495同上！
二数组合定位：
27x49x、49x27x
49/05xx、x27/05x
x05/27x、xx05/16
三数组合同上：
245.249.457.459.624
592.754.759.572.570
三码定位：
49/05/27x.50/49x27
05/49/27x、x05/27/16
16x05/49.27/05/49x。

范围：
1649头 0538百
4927十 4950尾
铁率：54，59，04，09
三字现：
915，965，910，960
460、465，451，401
二定位：
16/38XX、16XX05
49XX05、X38X05
XX49/50、49/38XX

铁卒49，配16
三 字 现 ， 124， 129， 174，

179，624，629，674，679
三，范围码，
千1469，百1638
拾1649，个2750
二字定，
4xx2，4xx7，9xx2，9xx7
x11x，x16x，x61x，x66x
七星彩，4612366，9612367

本期前四位以16配045，两数合
1、6，三数合3、8，对数考虑05或16，
提防双重33、44或55，注意0156取
两数以上。铁卒16。

三字现：034、045、046
134、135、136

定位二：2××3、2××4
0××3、0××4、0××5
1××3、1××4、1××5
定位三：
0×63、0×64、0×65、1×63
1×64、1×75、2×73、2×74
前四位：
0463、0564、0365、1463
1364、1675、2573、2674

“4+1”码：04632、05642、03652
七星彩：0463280、0564280

码开富贵

短信代码：624
铁9。配49。两数合49。主攻中间

合9。用81组合或63来合
三同上组合：
948、998、448、491、441、991
定位组合：
49xx49，49/38xx，49x16x
xx16/49，x38/16x，x38x49
三定组合：
x38/16/49，49/38/16x
49/38x49，49x16/49
直码组合49/38/16/49

玩转七彩

短信代码：609
七 星 彩 前 四 位 范 围 ，千 位

349168百位493816拾位381496个
位805249；重点包码1649xx2750

三字现234，239，284，289，734，
739，784，789

二字定，44XX，49XX，94XX，
99XX，4X3X，4X8X，9X3X，9X8X

七星彩，4430707， 4930267

重点三定位 64 组稳中奖：
千位1278，百位1457，个位3458。
{铁78。}

（1）包 重 点 范 围 ： 千 位
1278，百位1457，十位0279，个位

3458。
三字现：708，703，701，704，

803，801，805，837。
（4）二 字 定 位 ：11 ×× ，

14××，15××，17××，21××，

24 ×× ，25 ×× ，27 ×× ，
71 ×× ， 74 ×× ，75 ×× ，
77××，81××，84××，85××

三定位：110×，140×，150×，
170×，21×3，24×3，25×3

近日据青岛媒体报道，市民李
女士带女儿逛街路过一家彩票店，
因为小女儿好奇以及强烈要求，所
以她才买了一张即开型福利彩票，
没想到竟然命中了40万大奖！然
而由于工作人员失误，导致保安区
被刮开，李女士担心无法兑奖，随
即报警！

李女士之前没有买过福彩“刮
刮乐”，所以就将彩票递给工作人
员让其帮忙刮奖。工作人员刮开所
有区域后，确认中奖。当天下午4
时许，李女士来到福彩中心兑奖，
工作人员告诉李女士，系统出现问
题，让其次日再来，李女士只得回
家等待。

7月1日早晨，李女士的丈夫
刘先生发现彩票保安区被刮开，而
彩票背面却写明：保安区是验奖专
用区域，供验奖时刮开使用，购票
者不得刮开；保安区裸露的，不予
兑奖。李女士夫妇一下子傻了眼。

经过仔细回忆，李女士确认自
己没有刮过保安区，不属于人为原

因，于是李女士在7月1日上午9
时来到台东派出所报警，希望调取
彩票代理点的监控视频。最终经过
民警的协调，彩站销售员承认是自
己的工作失误，之前对彩票不太熟
悉。民警和工作人员致电福彩中心
打电话说明此事，确保李女士可以
顺利兑奖。 （新 彩）

40万奖票险因销售员失误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