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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码英豪
短信代码：608

本期重点包054938搭

配271638尾，精选包3805

头搭配2716尾，主攻包38

头搭配16尾；单吊8头6尾

稳坐3，铁卒45，值数371

三字现：895、883、871、

869、857、078

定位 2：8XX6、8XX3、

8XX0、8XX7、8XX4、

8XX1、8XX8、8XX5、

8XX2、8XX9

定位 3：845X、833X、

821X、819X、80X4、

895X、883X、871X、

869X、857X

定 位 4：8456、8333、

8210、8197、8074、

8951、 8838、 8715、

8692、8579

概率七彩
短信代码：602

数字武道
短信代码：690

（1）本期头奖以 9640 落

下二码为主攻，稳坐 0，二数

合 6、5，三数合 3、1，值数为

1、9值。

（2）头奖结构：二数相差

1，二数非差0，一单三双，三大

一小

（3）千位：0、5、8；百位：1、

5、6；十位：0、7、2；个位：3、8、6

（4）三 字 现 ：512、500、

598、586、574、067、055、043、

031、029

（5）定位2：0XX8、0XX5、

0XX2、0XX9、0XX6、5XX3、

5XX0、5XX7、5XX4、5XX1

（6）定位 3：06X8、05X5、

04X2、03X9、02X6、51X3、

50X0、59X7、58X4、57X1

（7）参考码：0678、0555、

0432、 0319、 0296、 5123、

5000、5987、5864、5741

（8）4+1码：06781

（9）七星彩：0678129

睡美人
短信代码：605

（1）稳坐：45 配 17

（2）千 位 ：9456，百 位 ：

3456，十位：0123，个位：1234

（3）三定现：451、449、437、

425、413、401、499、487、475、

463

（4）定位：4XX7、4XX4、

4XX1、4XX8、4XX5、4XX2、

4XX9、4XX6、4XX3、4XX0

（5） 定 位 3： 45X7、

4X94、43X1、42X8、41X5、

40X2、49X9、48X6、47X3、

46X0

（6）直 码 ：4517、4494、

4371、4258、4135、4012、4999、

4876、4753、4630

杀125头，014百，024十，167尾。

范围：034678 头，235678 百，

356789十，023489尾。

单双定位：双双单双。值围：11-

25。死数5。

任选三：076 078 096 098 276

278 236 238 643 647 649

定位2：6××0、6××1、6××2、

6××4、6××8、8××0、8××1、

8××2 8××4、8××8

三定组合：06×0、68×0、26×2、

68×2、06×8、68×8、82×0、28×0、

80×2、06×2 80×4 08×4

参考码：6830 6672 6832 6638

6838 8290 8670 8632 8692 8634

“排列3、排列5”16101期开奖结果

3D：603 5D：60347

体彩7星彩16044期开奖结果

号码：5399971

中国体育彩票
最新开奖

海南“4+1”16044期开奖结果

号码：5399+9

本省中奖情况：一等奖0注，二
等奖0注，三等奖3注，每注奖金
1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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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
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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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
查
询
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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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国宝码
短信代码：616

本期概率分析推出，第

一位为：4927；第二位为：

1357；第三位为：2768；第四

位为：0584；重点 49 头 05

尾，0516站中肚；稳坐40，

防95

三 字 现 ：946、934、

928、910、908、345 定位：

9xx4、9xx1、9xx8、9xx5、

9xx2、4xx9、4xx6、4xx3、

4xx0、4xx7

三 定 ：94x4、93x1、

92x8、91x5、90x2、49x9、

48x6、47x3、46x0、45x7

直 码 ：9464、9341、

9228、9105、9082、4919、

4896、4773、4650、4537

海南网通
短信代码：612

本期以38045为基数，045至

少上一码，杀241头，稳坐0，二数

合138；三数合386；四数合16

三字现：017、005、093、081、

079、019

定位2：5XX8、5XX5、5XX2、

5XX9、 5XX6、 0XX3、 0XX0、

0XX7、0XX4、0XX1

定位 3：5X28、5X05、5X82、

5X69、5X46、0X73、0X50、0X37、

0X14、0X91

直 码 ：5628、5505、5482、

5369、5246、0173、0050、0937、

0814、0791

4月7日，双色球第2016039期全国头奖

开5注，单注奖金953万元，西安彩民以6+

16复式自选票直接命中1注一等奖、15注二

等奖，豪揽奖金1178万多元，为我省拿下今

年的第11注双色球头奖，奖金额创年度新

高。开奖次日，大奖得主李女士（化名）在

老公陪同下火速兑领了奖金。

李女士年近四十，西安碑林区人，彩龄

十二年。据介绍，李女士最开始对老公购彩

行为不大理解，觉得玩彩票中大奖是小概率

事件，现实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可能性约等于

零，但在老公反复解释带动下，慢慢了解，

慢慢喜欢上彩票，两口子就这样开启了夫妻

购彩模式，专攻双色球。李女士笑称，自己

的战绩一直远远落后于老公，要不是这次

“意外逮了个大的”，老公肯定还会一直向自

己炫耀呢。

虽说彩票玩了十二年，李女士依然觉得

自己不是资深彩民，至少不是技术型彩民。

由于一看往期中奖号码走势图就眼花，一看

专家推荐号就犯晕，觉得实在不能“先知先

觉”，无法判断哪个会落号、哪个能斜连之

类，只好采用“以不变应万变”的守号模

式，简单直接，倒也省心省力。

投注频率方面，李女士原本是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但在2015年国庆节期间，一次中

得双色球六千多元奖金，尝到守号甜头的李

女士信心倍增，自此期期不落，火力全开。

中奖这组红号，李女士坦言除了两口子

一直都比较偏爱的01、03和07外，另外三

个都没有讲究，是自己随心写的，今年才开

始守。两人约定，这组号码要和老公圈定的

那组号码放在一起，开启的是守号“竞技模

式”。

近两个月，李女士坦言蓝号“神出鬼

没”琢磨不透，索性直接将蓝号包圆，打成

6+16的复式票，这样每次32元投入至少有5

元收益，既能稳定信心，守着也没啥压力。

没想到，这样无欲无求、近乎“赔本赚

吆喝”的状态，竟让惊喜不期而遇。开奖次

日早上，李女士的老公到单位查询开奖号码

时发现了这一惊天喜讯，6+16这组号码像开

了外挂般好运爆棚，16个蓝号逐一发挥出最

大的效力，直接命中1注一等奖和15注二等

奖！两口子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又分头

仔细核对多遍才终于确认了这一事实，被喜

悦搅和得无法静心上班，于是约定下午一道

奔赴省中心兑奖。

双色球这笔巨额的馈赠，李女士坦言，

奖金用项主要是还房贷、孝敬父母安享晚年

以及孩子教育的更多支撑。 （新彩）

女子买彩12年终中1178万
奖金先还房贷

来自甘肃的小马先生是众多快递员中的

一位，来新疆工作已2年，今年在朋友的介

绍下接触到福利彩票。抱着一份爱心、一份

希望，他开始了坚持购买彩票，因平时忙于

送货，也没太多的闲暇时间逗留在投注站，

机选投注成为他的首选。

4月7日傍晚，距离“双色球”游戏销售

截至还有半小时，位于和田市长途客运站旁

的65320129投注站销售员毛阿姨被急匆匆冲

进站内的小马吓了一跳，得知小马的需求

后，毛阿姨热心地帮他机选了 5注“双色

球”游戏2016039期的彩票。购彩花费了10

元，小马拿上彩票就回家了。

第二天一大早，毛阿姨正在收拾东西准

备出去充话费，小马走进投注站，并告诉

她，说他自己中奖了，可是不知道在哪里兑

奖？于是小马特意请了两小时的假来到投注

站，请毛阿姨带他去兑奖。原来，小马有个

习惯，每期购买后都会查看开奖结果，当期

查询时发现自己机选的“双色球”号码中了1

注二等奖，奖金有15.0067万元呢。

中奖的好消息让小马兴奋得一晚都没有

睡着觉。当谈到如何使用15万奖金时，他的

回答让人佩服，他说：“这2年通过对运输行

业的了解，他将来打算开一家属于自己的运

输公司。而这笔意外中得的奖金，将为他的

事业注入血液。” （新福）

彩民小马花费10元中双色球15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