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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9（4） B+8（3）=D CD=7（2）ABC=5（0）

移动拨：12590389621
联通拨：116322889621
电信拨：1183283559621

小宝版局
短信代码：621

睡 美 人 短信代码：605
移动拨：12590389605
联通拨：116322889605
电信拨：1183283559605

概率七星
短信代码：602

杀167头,189百,046十,036尾
范围: 023489 头,023567 百,

13578十,145789尾。
单双定位：双单单单。值围：

11-25。死数6。
任选三:215 235 415 435 217

237 417 437 257 279
定 位 2: 0 ×× 3、0 ×× 5、

0××7、2××3、2××5、2××7、
3××3、3××5、3××7、4××3、
4××5、4××7

三定组合: 23×1、23×7、25×
1、25×7、24/3×17、24×79/17

参 考 码 ：2357 2557 2371
2377 2571 2577 2391 2397 2591
2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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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35期开奖结果

3D：465 5D：46543

体彩7星彩15101期开奖结果

号码：9465861

中国体育彩票
最新开奖

海南“4+1”15101期开奖结果

号码：9465+8

■海南移动手机拨打
12590389+大师代码

■海南联通手机拨打
1163228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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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心彩票 606
彩市精华 607
玩转七彩 609
巧采信息 610
彩市主播 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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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码追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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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信平台对应讲码师代码

妙手点金 总结：1734期两数合：8 2铁卒9 4有码：6 8

直码追击

短信代码：623

本期七星彩四码重点分析以：
2807354为上奖数：此期二数合：27，
三数合：05，铁卒：07，千位：274，主
攻：2，百位：831，定8稳，十位：051，
用0较好，个位：729，主用：7，该期大
奖主攻方向对数或双重配码。

任选三：280、287、207、807、
230、307

二码定位：28××、2×0×、
2××7、×80×、×8×7、××07

三码定位：280×、28×7、2×
07、×807、230×、23×7

四 数 参 考 码 ：2807、2307、
2302、2357、2352、7807

版局1715期百位数2，与
1717期十位数6，两码的和是
8，1718期奖中3、5两数合回
8。 1716 期 个 位 数 3，与
1715.1717 期百位数 2、6，三
码和是1，1718期奖中3、8两
数合回1。两招同步往下推，
前提基数分别是8、5、1、4、8；
1、1、1、9、2。

结论：本期两数合8 2

版局1715期千位数8、十
位数 6，与 1717 期百位数 6，
三码的和是0（对数5），1718
期奖中开5上奖。1715期个
位数 4，与 1717期十位数 6，
两码和是0（对数5），1718期
奖中开5上奖。两招同步往
下推，前提基数分别是0、3、
8、7、4；0、2、1、7、9。

结论：本期铁卒9 4

版局1711期后两数6、2，
与 1712.1713 期个位数 7、8，
四码和是3（对数8），1714期
奖中开8上奖。1716期百位
数8，与 1717期前三数0、6、
6，四码和是0（对数5），1718
期奖中开5上奖。两招同步
往下推，前提基数分别是3、0、
2、8、2、3；0、6、3、2、1。

结论：本期铁卒 8 6

（1）稳坐：27 配 48
（2）千位：2468，百位：

2783，十位：0475，个位：3578
（3）三定现：234、248、

247、068、478、389、021、

245、278、058
（4）定位：2XX3、2XX8、

0XX1、2XX7、4XX5、X74X、
X24X、8XX9、X82X、6XX7

（5）定位3：2X43、2X48、

2X47、482X、680X、874X、
074X、274X、8X39、4X25

（6）直码：2743、2748、
2248、2243、2847、4825、
6807、8239、0741、7243

个人观点：AB两数合94；CD两
数合72；三数合50；

两字定：81xx 54xx xx70 xx16
8xx0 8xx6 5xx0 5xx6

三字定：816x 546x 83x0 87x6

56x0 50x6 x870 x816
三字现：581 586 165 168 023

028 382 380
四字定：8166 5460 8320 8726

5690 5096 5870 5816

8 月 23 日，福彩双色球第
15098期开奖，中奖号码为“06、
09、13、26、27、33，01”，当期
中出二等奖 145 注，单注奖金
187136元。广东揽得二等奖4注，
其中1注落在韶关。据检索，中奖
彩票售出于曲江区城南大道教育路
马坝新屋村首铺的44050200号福
彩投注站。8月24日上午，中奖者
蔡先生现身韶关市福彩中心兑奖。
买彩多年第一次到福彩中心兑奖，
刚走进兑奖大厅的他就情不自禁地

发表了一番中奖感言，他说：“我
买彩票这么多年了，今天才亲身体
验了中大奖的感受，使我确信双色
球是如此的真实。”

相信总会中大奖
身为双色球的铁杆粉丝，蔡先

生购买双色球已有十年了，对它的
投注方式、开奖时间、奖金设置等
都了如指掌，同时也总结出了一套
自己的投注技巧，他说这个技巧只
能自己掌握，购彩这么多年总结出

来的经验，加上每天的认真研究、
深思熟虑，相信总有一天会中大
奖。

果不其然，23日这天下午，陪小
孩游泳的他来到了熟悉的投注站购
买彩票。最终通过机选加自选号码
的方式组合购买了一张10元5注的
单式票。他告诉工作人员：“胆码
06、13、27、33是自选的，其他号码
是机选的。没想到大奖就在经验加
运气中应运而生，一下就中得了二
等奖，这等好运可谓空前。

与头奖一步之差
中奖后蔡先生第一时间就把消

息告诉了家人。蓝球并未选中，仅
与一等奖一步之差的他略显遗憾，
不过转念一想，蔡先生还是觉得这
样的运气已经是很好的了，至少也
是个十几万元大奖。办理完兑奖手
续，蔡先生表示，二等奖让他对双色
球大奖的真实性深信不疑，他会趁
着这份好运气继续购彩，相信总有
一天会中一等奖的。（据信息时报）

今年5月，中山市公安局坦洲
分局联合市局相关部门，在广西玉
林警方的协助下，成功打掉该网络
诈骗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3
名，缴获赃款人民币约12.5万元。
近日，中山市公安局通报了该起典
型案例。

今年3月，坦洲公安分局接到
事主伍某报警称，他于2月初在网
上通过购买六合彩等方式被人骗
走5.2万元。接到该线索后，坦洲
公安分局高度重视，迅速成立专案
组展开侦查。

专案组民警通过侦查发现，事
主被骗的5.2万元均由一名男子在
广西陆川某银行ATM 机取现。

民警在侦查中还发现，该男子通常
选择凌晨时分，骑一辆电动车到银
行取款。为了掌握该名男子的真
实身份和活动轨迹，专案组决定派
民警赶赴广西进行深入调查，经过
一个多月的调查走访，一个网络诈
骗团伙渐渐浮出水面，广西人吕某
及其堂哥进入了警方视线。据了
解，今年21岁的吕某在广西陆川
泰安街附近租了一套房子，购置了
电脑、手机等工具，并通过制作假
的彩票网站进行诈骗。

5月6日，在掌握了大量犯罪
证据后，专案组决定展开收网行
动，在玉林警方的大力配合下，专
案组民警成功将犯罪嫌疑人吕某

及其堂哥吕某燊抓获，缴获作案用
手机、电脑一批。

侦查员通过对2人进行突审，
发现另1名提供诈骗所用银行卡
的嫌疑人在逃，警方立即调取玉林
当地监控视频进行侦查。经过10
多个小时不间断排查，民警最终发
现了另1名嫌疑人的踪迹，并于5
月7日上午，将准备驾车逃跑的犯
罪嫌疑人吕某晨抓获。

经审讯，吕某等3名犯罪嫌疑
人交代其通过制作钓鱼网站，骗取
市民进行网络购彩的犯罪事实。
目前，警方缴获赃款人民币约12.5
万元，3名嫌疑人已被逮捕，案件正
在进一步调查中。（周盛华宁双权）

彩民中双色球二等奖18万

确信福利彩票的真实性

中山坦洲市民通过钓鱼网站

进行网络购彩被坑5.2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