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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五指山
短信代码：613

稳坐：4 少用：5
最少一码：167 最多一码：389
头围：2346、尾围：23468
中肚：1267 、百位主攻：16
本期主攻：416x、461x、x674
二数合015、三数合：147
任选3：124、146、246、467、047、029、464
定位：41xx、46xx、x6x4、xx14、xx74、4xx4
四码：4164、4614、4674、4074、2164、2614

神彩飞扬神彩飞扬神彩飞扬神彩飞扬

短信代码：626

尾尾尾尾 王王王王

短信代码：693

京海情报京海情报京海情报京海情报

短信代码：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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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李飞刀
短信代码：600

A=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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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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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75期开奖结果
3D：820 5D：82047

超级大乐透16118期开奖结果

12、15、18、24、29+03、11

中国体育彩票
最新开奖

财 神 到
短信代码：601

十万八万

短信代码：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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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选版局
短信代码：619

B=9（4） C=5（0） D=8（3）A=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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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25日晚，双色球游戏第2016112期

开奖，开出一等奖8注，単注奖金686万多

元，当期开出的8注一等奖分别被江苏、深

圳、辽宁、吉林、湖北、黑龙江等省市的多位

彩民幸运中得。江苏省苏州彩民一举囊括2

注一等奖，其中一位彩民共获奖金690万多

元，幸运站点是苏州水香街、长兴街口彩票

亭编号为32050953的福彩投注站。

9月27日一大早，一位年轻时髦的女士

就兴冲冲地走进省福彩中心，询问工作人员

如何兑奖。在省福彩中心工作人员引导她兑

奖后，工作人员主动上前和她聊起天，了解

了大致的情况，原来这位就是双色球第

2016112期的苏州大奖得主王女士。

王女士虽然衣着时尚、喜爱追求新鲜事

物，做事情却不失稳重。9月26日下午，王女

士还和往常一样来到单位楼下不远处的咖

啡店买杯美式咖啡，又叫了一份抹茶蛋

糕，同往常一样，边喝下午茶，边想一些工作

上的事。听到坐在隔壁桌子的两个人在讨论

说，旁边的福彩站点中出了一个大奖。不知

道谁这么幸运。王女士9月25日傍晚也是在

这家投注站购买的彩票，心想，会不会是自

己中奖了。回到单位，王女士从包里把购买

的双色球彩票拿出来，并且熟练地打开了江

苏福彩的官方网站进行核对。核对后发现，

开奖号码包括在自己选出的胆码和拖码中，

一个都不漏。整个人由于过于激动，差点打

翻了手边的茶杯，好几分钟才定住了神。那

位中得一等奖的彩民就是王女士。王女士反

复核对了好多遍号码，确认是自己中大奖

后，就立即打电话通知了父母告诉他们这个

好消息，分享中奖的喜悦。

690万元的奖金对于一个普通家庭而

言，算是一笔不小的财富了，当工作人员问

王女士如何处理这笔奖金时，王女士露出了

自己成熟的一面：“这笔钱，我准备留一部分

给父母，其他的我跟老公一起开个小店挣点

外快。”

听人中690万聊半天才知是自己

铁卒275配3849同上！
二定位：29xx、24xx、79xx、74xx、2xx4、

7xx4、xx58、xx85、xx54、25xx
三字现：254、259、754、759、235、735、

294、794、257、584、589、785
三码定位：254x、259x、754x、759x、

25x4、2x53、2x58、7x53、7x58、295x

铁率：32，82，37，87。
三字现：325，375，825，875，

320，820，370，870。
二定 ：xx35，xx30，xx80，xx85，

2x3x，2x8x，7x3x，8x8x。
三定：2x30，2x80，2x85，2x35，

7x30，7x80，7x35，7x85。

铁卒0538配4927同上！
二数组合：xx59、xx54、xx52、xx57、

xx58、25xx、75xx、7xx4、2xx4、2xx9、2x5x
三字现：258.253.758.753.254.259

759.572.274.279.275.492
三码定位：254x、259x、754x、759x、

25x4、x548、x547、x542、x452、x457

主攻双头，头尾合双，中肚合单，值围：

9-23。头尾数0248，中肚数1357，不同行

58、13、79。二数合1、6，三数合3、8

铁卒：46，死数2。

任 选 三 ： 615 619 415 419

635 639 435 439 457 459

定位 2：0×× 3、0×× 5、0×× 6、

0××9、8××3、8××5、8××6、8××9、

7××3、7××5、7××6、7××9

三定组合：81×5、83×5、8×15、8×

35、71×5、73×5、7×15、7×35、078×

134/359

参考码：8175 8375 8715 8735

7145 7345 7415 7435

铁49，有码上奖配38，05，各一码组成

三字现

三字现；403，408，453，458，903，908，

953，958，491，441，991，541

二字定；1xx1，5x4x，4x9x，4x4x，

9x4x，9x9x，1x9x，1x4x，xx91，xx41，

头尾范围：头4905，尾1605，中肚有数

049358，

四字直码：1891，4891，5891，0891，

9891，1841，4841，5841，0841，9841，

如想获取主攻三字现，头尾定位可拨

短信代码，

本期七星彩前四位以48配367，两数

合3、8，三数合1、6，对数考虑38或49，提

防双重数44、55或66，铁卒48。

三 字 现 ：437、438、439、568、569、

467

定位二：44××、45××、46××、

54 ×× 、55 ×× 、56 ×× 、64 ×× 、

65××

定位三：448×、459×、467×、547×、

558×、569×、647×、658×

前 四 位 ：4488、4596、4678、5479、

5589、5696、6477、6585

“4+1”码：44883、45963、46783

七星彩：4488350、4596350、4678350

铁率42：防58，2、5值

A+B+D=6/1、B+D+C=0/5

A+B+C=7/2、A+C+D=6/1

A+B=9/4、C+D=5/0、A+D=1/6

B+C=3/8、A+C=2/7、B+D=2/7

A=469、B=054、C=348、D=247

三字现：046、026、246、345、259

587、558、467、246、245

定位2：

60XX、X04X、6X4X、X54X、X53X、

X56X、9XX7、6XX7、XX47、XX87

定 位 3：604X、60X2、6X42、453X、

95X2、65X7、658X、6X47、6X42、45X2

参考码：

6042、6432、6545、4587、4087

6087、4583、6084、4547、9542

4+1码：6042+2

七星彩：6042230

铁卒38，配49，

二，43XX，48XX，93XX，98XX，

4X6X，9X1X，4X1X，9X6X

三 字 现 ， 931， 436， 981， 486，

431，481，936，986

范 围 码 ， 千 4927， 百 3850， 拾

6149，个0538

七星彩，9865113，4310770

个人观点：铁卒 23.09，头尾数

274/238，中间数649/205

定位：29xx、xx08、2xx3、24xx、

2xx8、79xx、xx03、7x3、7xx8、74xx

三 字 现 ：029、023、329、039、

037、079、379、289、248

三 定 位 ：290x、2x08、29x3、

24x3、7x03、74x3、79x3、7x08

直码：2903、2908、2953、2403、

2408、7903、7403、7953、7908、7453

铁卒49，配05

三字现，421，426，921，926

471，476，971，976

范围码，千274938，百053849

拾164927，个274983

二 字 定 ， 40xx， 45xx， 90xx，

95xx，4x7x，9x2x，4x2x，9x7x

巧采信息
短信代码：610

1904期七星彩0456为基数，第一星

主攻12358，第二星主攻02568，第三主

攻 23478 第 四 星 主 攻 02468 头 尾 合

161627，x=489，铁率05稳座38有码27

三 字 现 ： 003， 023， 078， 025，

035，235，785，069

定 位 二 ： 1xx0， 1xx6， 1xx8，

3xx0，3xx6，3xx2，8x7x，x06x

定 位 三 ， 123x， 178x， 117x，

606，x570，3x20，25x0，2x70

四 字 现 ： 0235， 0237， 2357，

0785，4167，2679，6069，35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