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12月6日星期日 责编/ 侯忠材17彩票

峰回路转 短信代码：629 移动拨：12590389629
联通拨：116322889629
电信拨：1183283559629

神彩飞扬神彩飞扬神彩飞扬神彩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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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尾尾尾尾 王王王王

短信代码：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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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 围:2705 头 0572 百
9450十2749尾

铁率：25，20，75，70
三字现：024，029，074，

079，524，529，754，579
组合二定：X27/50X，05/

27XX， 27/50XX， X27X49，
05XX49，X27/49X

组合三定：50/27/49x，x27/
50/49，16/27x49，05/27x49

铁卒1627配0549同上!
二数组合定位：16/27xx，

16x05x， x27x38， x05/27x，
x27/05x，05/27xx

三数组合同上：123，128，
623，628，178.173，670，675，
175，170，673，073

组合三定：16/27/05x，x27/
05/38，16/27x38，x27/05/49，
05/27/16x，x27/16/49

铁卒0516配2738同上!
二数组合定位:16/38x，16/

27xx，x27/16x，16/05xx，x05/
27x，x27/05x

三数组合同上:623，673，
607，628，026，023，674，
074，079，073，526，524

三码定位:16/27x49，16/
05/27x，16/27/05x，x27/05/
49，x27/16/49，x27/05/38

判死4头，判死9尾。主攻双
头，头尾合单，中肚合单，值围：9-
19。头尾数 1389,中肚数 0246,
不同行 13、68、79。二数合1、6,
三数合1、6,铁卒：13,死数：9。

任选三:016、036、416、436、
017、037、417、437

定 位 2:20xx、24xx、26xx、
00xx、04xx、06xx、40xx、44xx、
46xx、10xx、14x、16xx

三 定 组 合:20x5、24x5、
26x5、00x5、04x5、06x5、40x6、
44x6、46x6、024/046×567

参 考 码:2015、2115、2615、
0015、0115、0615、4016、4116

铁38有码上奖配05/27
三 字 现:302,307,352,357,

802,807,852,857,704,754,
057,577

二 字 定 ：x05x27,x27x49,
x38x05,49xx05,49/05xx,38/
05xx,x27x27

头 尾 范 围 ：3145 头 ，尾

273840,中肚有数372105
四字直码范围:千 31458,百

327051,十051248,个274038

一、上期开出：百位9、十位的
4、个位2、双XX小、双XX双。

二、本期关注：千位的:0、3、
4、5、8、9；百位的：0、2、4、5、7、9；
十位的：2、3、4、7、8、9；个位的：0、
1、5、6、7、8。

三、组合近期重点关注：
1、铁卒 02（46 期）、铁卒 44

（76期）。
2、直码：单双单双（64期）、

大小大小(35期)。
3、双X单X（13期）、XX单大

（12期）。
4、铁卒02、00组合（45期）、

十位个位和值01（31期）。
5、双双双X（28期）。
6、十位个位和值019（29期）、

百位个位和值238（20期）

根据近期规律特点，推出铁
率：60防15，5、0 值

三字现：126、006、689、668、
467、662、056、648、366、246

定 位 2： 66XX、 65XX、

64XX、63XX、62XX、61XX、
60XX、69XX、68XX、67XX、

定位 3：612X、600X、698X、
686X、 674X、 662X、 650X、
648X、636X、624X、

参考码：6629、6506、6483、
6360、6247、6124、6001、6988、
6865、6742、

4+1码：6360+1
七星彩：6360146

十万八万 短信代码：696
移动拨：12590389696
联通拨：116322889696
电信拨：1183283559696

“复式王”以一张“11+2”复式票擒获643注大小奖

一次揽下1197万大奖

财 神 到
短信代码：601

铁卒05，配38
三 字 现 ：032,037,082,087,

532,537,582,587
范 围 码 ：千 358016，百

705492，拾052738，个493805
二 字 定 ：00xx,05xx,50xx,

55xx,xx23,xx28,xx73,xx78

铁率27稳座38有码05
三 字 现 ：028，258.357，039，

129，467，758，396
定 位 二 ：57xx，5xx7，x75x，

x30x，xx09，x0x9，x93x，xx34
定 位 三 ：573x，578x，x390，

x930，093x，565x，x534
直码：5734，5789，7390，7930，

0937，5653，5194，7304

稳坐 05，防 49，二数合 492；三
数合 216；三字现：056、044、032、
020、018

定位二：50XX、59XX、58XX、
57XX、 56XX、 05XX、 04XX、
03XX、02XX、01XX

定位三：501X、59X0、58X7、
57X4、56X1、05X8、04X5、03X2

定 位 四 ：5013、5990、5877、
5754、5631、0568、0445、0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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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32期开奖结果

3D：690 5D：69048

超级大乐透15142期开奖结果

12、14、22、26、30+03、06

中国体育彩票
最新开奖

七星彩前四位以28配356，两
数合1、6，三数合1、6

铁卒26
三字现：235、256、295、348、

268、358

定位二：25xx、2x5x、2xx5、
34xx、3x4x、3xx4、1x6x、1xx6

、定位三：28x5、29x5、2x56、
34x7、384x、3x64、496x、4x76

前四位：2835、2956、2945、

3406、3841、3864、4962、4876
“4+1”码：
28350、29560、29450
七星彩：
2835041、2956041、2945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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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率七彩 602
琼岛浪花 603
实现梦想 604
睡 美 人 605
开心彩票 606
彩市精华 607
算码英豪 608
玩转七彩 609
巧采信息 610
彩市主播 611
海南网通 612
新五指山 613
码风海韵 614
灯火阑珊 615
南国宝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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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彩沙皇 101
彩票传奇 103

短信平台对应讲码师代码

三字现:304，302，364，362，
864，862，804，802

两定位：38/06XX、49/06XX、
50/06XX

组合三定:38/06/42X、49/06/
42X、50/06/42X，38/15/42X，49/
15/42X，50/15/42X

码开富贵
短信代码：624

二数合38，05配38
三同上组合:036，086，536，

586，031，531，081，581
二定组给:x58x，x85x，13xx，

63xx，68xx，x18x，65xx，15xx，
1xx8，6xx8，1xx4，6xx4，xx85

三定组合:658x，685x，158x，
x585，x585，352x，716x，807x，
998x，089x，x705，x349x，x250，
x161，x438，x072，x983，x527

凤凰驿站 短信代码：625 移动拨：12590389625
联通拨：116322889625
电信拨：1183283559625

彩市主播
短信代码：611

巧采信息

短信代码：610

铁率 61,94，头尾数 4983，必
用数468

三字现：859,156,082,574,
063,418,329,871

组 合 二 定 ：38XX61，X49/
05X，05X61X，X38X16，XX94/
38，49XX61

组合三定：49X16/38,49X38/
16，05X/83/16，16/05X/38，49X/
16/38，X49/16/38

开心彩票

短信代码：606

来自张家界的王先生（化姓），
在11月26日双色球15139期的开
奖中，以一张“11+2”的大复式票擒
获了大大小小的奖共有643注，包
括1注1172万多元的超值一等奖，
还有二等奖、三等奖、四等奖、五等
奖、六等奖，总奖金达 1197 万多
元。11月30日，王先生和妻子来到
湖北省福彩中心办理兑奖手续。

中奖者人称“复式王”
王先生看起来40出头，自称是

生意人。他已有好几年玩双色球的
彩龄。王先生因为经济条件还不
错，他每期的投注额出手都不少，向
来都是复式投注，红球一般是8-11
个左右，蓝球在2-4个，因而被朋友
称为“复式王”。

王先生笑着说，当然被称为“复
式王”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自己抓
蓝球比较准，蓝球经常会中一大串
小奖，久而久之就荣膺“复式王”称
号了。11月26日又是双色球开奖
期，他忙完手头上的工作，就去附近

的43148023号投注站购彩，他根据
走势图选了一注大复式心水号码，
当晚11点，他通过在湖南福彩官方
微信查询开奖结果，便知道自己中
大奖了。

轻松心情玩转双色球
兑奖后的王先生似乎有些释

然，神情也显得有些轻松。王先生
透露，其实玩双色球要执着，要有一
股韧劲，坚持投注，相信自己终会有
所收获的。几年来自己玩双色球终

于有了回报，也没有辜负“复式王”
的称号。收获大奖后，同时也收获
了另外一种心情，有喜悦，有成功后
的释然，还有些暂时说不出来的感
悟。

至于奖金的用途，王先生说这
笔奖金算是为生活锦上添花，也许
会作为购买双色球的资金，购买福
彩的快乐就在于公益与中奖并举，
当然还有游戏带来的乐趣和成就
感。

（中福）

小李飞刀
短信代码：600

铁卒38，配27
三 字 现 ：023,028,073,078,

523,528,573,578
范围码：千 3580，百 2750，拾

0527，个0538
二 字 定 ：32xx,37xx,82xx,

87xx,3x0x,3x5x,8x0x,8x5x
七星彩：3750922，8205370

A=0（5）

前四位范围：千位162749，百
位 271649，拾 位 274905，个 位
381605；重点包码：x4927x3850

三字现 324，329，374，379，
842，847，982，987

二 字 定 ：24XX，29XX，

74XX，79XX，2X2X，2X7X，
7X2X，7X7X

七星彩：7423516， 7973269

玩转七彩 短信代码：609 移动拨：12590389609
联通拨：116322889609
电信拨：1183283559609

体彩沙皇

短信代码：1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