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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预测纯属个人观
点，系彩民玩彩自娱，据此
选号风险自负。

支持公彩
打击私彩

19岁美女同时与6男性网恋推销黑彩

一年多骗来彩金800万元

听彩友指点换个彩站投注守号10期

老彩民收获35万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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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06期开奖结果

3D：037 5D：03754

体彩7星彩16046期开奖结果

号码：9962865

中国体育彩票
最新开奖

海南“4+1”16046期开奖结果

号码：99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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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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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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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信平台对应讲码师代码

杀013头,468百,469十,024尾。

范围:245678 头,012357 百,013578

十,135789尾。单双定位：双双单单。值

围：12-26。死数4。

任 选 三:610、630、810、830、619、

639、819、839、609

定 位 2:x01x、x03x、x05x、x07x、

x11x、x13x、x15x、x17x、x31x、x35x、x37x

三定组合:60x5、60x9、80x9、80x5、

68/01x59、68x13/59

参考码：6015、6019、6035、6039、

6079、8015、8019、8035、8039、8079

概率七彩
短信代码：602

数字武道 短信代码：690 移动拨：12590389690
联通拨：116322889690
电信拨：1183283559690

海南网通
短信代码：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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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码英豪
短信代码：616

稳坐：52 配 07

千位：4905，百位：2761，十位：0386，

个位：3405。

三定现：523、512、509、597、583、

078、067、054、042、038

定位：52XX、51XX、50XX、59XX、

58XX、07XX、06XX、05XX、04XX、

03XX

定位 3：523X、511X、509X、597X、

585X、078X、066X、054X、042X、030X

直 码 ：5235、5112、5099、5976、

5853、0780、0667、0544、0421、0308

本期以18923为基数，189至少上一

码，杀305头，稳坐1，二数合279；三数合

108；四数合493

三字现：189、178、165、153、149、469

定位2：6X4X、6X2X、6X0X、6X8X、

6X6X、1X9X、1X7X、1X5X、1X3X、1X1X

定位 3：6X46、6X23、6X00、6X87、

6X64、1X91、1X78、1X55、1X32、1X19、

定 位 4：6346、6223、6100、6087、

6964、1891、1778、1655、1532、1419

本期重点包162749搭配427905尾，

精选包2749头搭配2705尾，主攻包27头

搭配05尾；单吊2头0尾

三字现：290、289、276、264、250、057

定位2：7XX7、7XX4、7XX1、7XX8、

7XX5、2XX2、2XX9、2XX6、2XX3、2XX0

定位 3：74X7、73X4、72X1、71X8、

70X5、29X2、28X9、27X6、26X3、25X0

直码：7457、7334、7211、7198、7075、

2902、2889、2766、2643、2520

本期头奖以6794落下三码为主攻，稳

坐4，二数合3、2，三数合5、3，值数为7、2

值。头奖结构：二数相差1，二数非差0，一

单三双，一大三小

千位：4、9、1；百位：2、4、7；十位：9、1、

4；个位：7、2、1

三字现：496、484、472、460、458、

941、930、927、915、903

定位2：9XX9、9XX6、9XX3、9XX0、

9XX7、4XX4、4XX1、4XX8、4XX5、4XX2

定位 3：96X9、95X6、94X3、93X0、

92X7、41X4、40X1、49X8、48X5、47X2

参 考 码:9679、9556、9433、9310、

9297、4124、4001、4988、4865、4742

4+1码:47420

七星彩4742014

在网上有美女主动加你，跟你谈恋爱？

这种看似好事的背后可能是桃色陷阱。在武

汉市汉阳区就有这么一个网络诈骗公司，所

有员工以年轻美女的身份，在网上专门搜索

江浙地区的多金男性，加为好友后谈恋爱，

主要目的却是推销网络彩票（注：此处所提

及的网络彩票，属非法私彩、黑彩）。4月20

日获悉，这一诈骗团伙已被汉阳警方捣毁，

22名嫌疑人已被刑拘。

民警控制电信诈骗窝点
4月初，汉阳警方得到线索，龙阳大道

玫瑰街路口附近某商住楼15楼有一个电信诈

骗窝点。4月13日下午两点，汉阳区公安分

局知音警务站和二桥派出所民警一起进入该

窝点。在30多平方米的大通间内，23名年

轻男女每人占据一个格子间，用电脑和手机

忙碌着。“全部停下来，双手抱头，坐着不

动！”民警们迅速控制了现场，每个人的电

脑上都有多个网络聊天窗口，还搜出了多本

业绩纪录，室内的小黑板上写着每个小组的

业绩，以及分别的奖励。警方将这23名男女

都带回二桥派出所进行进一步调查。

据知音警务站民警胡晓军介绍：“这个

诈骗团伙对外是以公司的名义进行招聘，内

部的运营也参照正规公司，人事管理和业务

管理都很规范。”

工作一年多吸金近800万
除去一个当天上午刚刚入职，还不了解

公司情况的女性以外，其余的22人很快交代

了详情。

业务做得比较好的张某是一名男性，他

在网络上伪装的身份是90后浙江美女，在汉

经商。“公司会提供给我们多个QQ号、微信

号，我们在网上下载一些美女图片做头像，

在一些交友网站找江浙一带的男性，然后加

他们为好友。先聊聊家常，培养感情，然后

就谈恋爱。恋情比较稳定了，就会发一些网

络彩票的资料给对方，公司会提供一些假的

中奖的截图，发给对方，给这些男性讲一下

网络彩票怎么下注，怎么玩。大部分客户都

会充值来买彩票，但是最后都会‘死’，就

是全部输光。”

张某最近印象比较深的是杭州的一位男

性客户，前后充值了5万多元购买网络彩票。

19岁的女子王某在这个团伙“工作”一

年多，就骗来近800万资金，她的最高纪录

是同时与6个男性“网恋”。

让客户赢小钱输大钱
男性客户上钩后，这些“业务员”会将

公司提供的两个彩票网站发给对方，这两个

网站都是虚假网站，公司的老板可以在后台

进行操作。一个网站叫众赢娱乐，一个叫玖

富娱乐，两个网站上都是时时彩的链接。客

户先在网站上充值，然后投注时时彩。为了

吸引客户多多充值，一般刚开始会让客户中

一些小奖，但是后台可以操作输赢，每个客

户都是全部输光赔光。输得最多的一位客户

是输掉了10万元。

据在公司负责人事的孙某交代：“因为

一般到了买彩票的时候，业务员已经跟客户

培养出了感情，如果客户不充值买彩票，那

作为女朋友，业务员会假装生气不理客户

了。有些人觉得自己真的在谈恋爱，所以就

充值玩彩票了。同时，业务员也会向客户展

示虚拟号赚钱的截图，让他们相信是可以赢

钱的，其实那些截图都是公司做的，根本赢

不了。”

明知犯罪仍将错就错
这22名犯罪嫌疑人，11名女性，11名

男性，多为80后、90后，年纪最小的19

岁，年纪最大的30岁。

在审讯中，每人都承认，自己知道在公

司做这个业务，实际就是诈骗。但是不少人

说，工作不好找，而且也做习惯了，加上收

入还不错，就继续做下去了。还有不少人介

绍自己的朋友来做。

这些“业务员”底薪2400元，另外加

提成，客户输1万元，“业务员”得100元，

客户输3万，“业务员”得200元，客户输5

万元，“业务员”得300元，另外还有两个网

站的充值返点。这些“业务员”收入少的时

候四五千元，多的时候每个月上万元。

目前，这22名犯罪嫌疑人已被警方刑

拘，案件在进一步深挖中。 （新彩）

在2016045期双色球竞猜中，盐城市

的老杭一张守了十多期的7+2的28元投

注票，一举拿下2注二等奖、12注四等奖，

获的奖金35.2万元。

老杭是位彩票爱好者，喜欢在购彩票

中寻找自己的乐趣，福彩的双色球、七乐

彩、3D都是他喜欢玩的，曾经中过好多期

的双色球四、五等奖。

前些日子，他突然感到自己的选号准

确率比较低，就和自己的彩友交流，问怎

么回事？彩友们就向他推荐了南苑小区

的福彩投注站，说最近那里中奖的人不

少，不妨到那个站点去投投看。就这样，

他到了这个站点，鉴于自己最近选号失误

多，就随机买了一注7+2的复式票。第二

天开奖，一看没中。但是对照双色球的走

势图，发现这注号码很匀称，有潜力。于

是，就将这张票定为自己的必选号，开始

了守号。结果，他仅守了十多期，红球号

果然飘啊飘地和他守的红球号接轨，让他

中了二等奖。 （苏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