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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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卒49配27同上！
二定位：x29x、x92x、x24x、x42x、x94x、

x49x、x38x、x83x、xx29、xx92、x8x2、9xx2
三字现：284.289.286.281.294.295

389.381.386.392.452.382
三定位；98x2、48x2、18x2、68x2、x842、

x892、124x、174x、624x、674x、692x、629x

铁卒：23，28，78，73
三字现：203，253，258，208

758，708，753，703
二定位：78xx，73xx，23xx，28xx

7xx0，7xx5，2xx0，2xx5
三定位：
78x0，78x5，73x0，73x5
28x0，28x5，23x0，23x5

铁卒4905配3827同上！
二数组合：x8x2、x2x8、x29x、x92x、

xx42、xx92、x6x4、x6x9、x1x4、1xx4、x94x
三字现：128.178.628.623.674.627

294.295.238.384.389.452
三码定位：074x、574x、274x、x814、

x841、x364、204x、254x、704x、754x、
2x54、2x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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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47期开奖结果
3D：589 5D：58909

超级大乐透16149期开奖结果

01、02、03、12、33+04、09

中国体育彩票
最新开奖

新五指山
短信代码：613

稳坐9，少用7
最少一码：386，最多一码：025
头围：3489 尾围：02346
中肚：3468 百位主攻48
本期主攻：98X6，9X26，X826
二数合：057；三数合：367
三字现：268、246、269、689

289、129、128、489
定位：98XX、9XX6、9X2X

8XX6、89XX、48XX
四码：9826、8926、4826

9821、4821、4896

大 家 乐
短信代码：622

铁卒：6头：0468 尾：1638
百：3689 十：1369
二数合：2749 三数合：0527
三字现：368、364、369

366、168、318
定位二：
8××6、××36、×63×
86××、××18、××96
定位三：×636、×818、863×

8×36、8×96、4×36
七星彩：8636920、3636920

小李飞刀
短信代码：600

A=2（7）

铁卒05，配38

二 定 位 ： 2X0X， 2X5X， 7X0X，

7X5X，2XX3，2XX8，7XX3，7XX8

三字现：203，253，208，258

703，753，708，758

范围码：千2705，百1649

拾0516，个3816

七星彩：7153803，2608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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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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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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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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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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死7头，判死8尾。主攻单头，头尾合

单，中肚合单，值围：8-18。

头尾数0129，中肚数1357，二数合1、

6，三数合0、1，铁卒02，死数6。

任 选 三 ：205 209 245 249

305 309 345 349 125 127

定位 2：1×× 2、1×× 3、1×× 4、

1××5、2××2、2××3、2××4、2××5、

3××2、3××3、3××4、3××5

定位3：

23×2、23×3、23×4、23×5、32×2

32×3、32×4、123×135/345

参考码：2372 2373 2374 2375

3272 3273 3274 3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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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卒：60防15，5、0值

A+B+D=1/6、B+D+C=0/5

A+B+C=7/2、A+C+D=2/7

A+B=8/3、C+D=2/7、A+D=3/8

A=678、B=015、C=479、D=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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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彩沙皇 短信代码：101 移动拨：12590389101
联通拨：116322889101
电信拨：1183283559101

稳坐 16，防 59，二数合 420；三数合

037；A-B=49 A-C=05 A-D=6/

1 B-C=4/9 B-D=83 C-D=49

三字现：139、127、115、103、198、184、

672、604、581、648

定位二：13XX、12XX、11XX、10XX、

19XX、68XX、67XX、66XX、65XX、64XX

定位三：139X、127X、115X、103X、

191X、684X、672X、660X、658X、646X

定位四：

1395、1272、1159、1036、1913

6840、6727、6604、6581、6468

在近来开奖的体彩海南“4+1”开奖竞

猜游戏上，南国彩票栏目大师非常给力，不

仅连续5期猜中了精彩的“定位3”宝码，更

令彩民朋友激动不已的是，《尾王》在16148

期中，又奉献了不少“定位3”宝码和四字直

码“8725”助力彩民朋友摘取了不少大奖。

大奖号码“8725”在7期前曾开出，如今

再次一号不变的直开，让人防不胜防，但南

国彩票栏目大师《尾王》却以其独有的魄力，

再定此号码，令人为之叹服。

12月16日晚，16148期体彩海南“4+

1”开奖，当期大奖号码开出“8725+0”，这一

组由对数“27”加散号“58”的组合号，此前

不久刚开出过，很多人都不看好，但《尾王》

却独具慧眼，在本报短讯平台上创奇迹。他

先圈定范围“38头，27百，72十，50尾”，然

后组合出三字现2组“872，875”，并由此排

列组合出 4 组复式二定位码“38/27xx、

x27x05、xx27/50、83xx05”，成功圈定了二

定位码“87xx、x7x5、xx25、8xx5”，让人刮

目。然后，在这4组二定的基础上，自然地演

算出2组复式三定位码“38/27x05、38x27/

50”，非常精彩。此时，他将2组三定位码一

合，立即组合出一组精准四字直码“8725”，

让彩民朋友无不敬服得五体投地。

在此期竞猜游戏中，南国彩票栏目的大

师不仅猜中了多组二定位码，如《南国宝

码》、《灯火阑珊》不约而同地猜中二定

“8xx5”，《麒麟大师》猜中了二定位码

“87xx”，《温柔三刀》在猜中三字现“275”的

基础上中出二定“x7x5”，还有《峰回路转》

在猜中三字现“287”的基础上中出二定

“8x2x”。此外，《概率七彩》、《数字武道》、

《激情岁月》等还猜中了三字现“278、572、

258、578”等，其中《概率七彩》在短讯平台

上二次更新中还中出一组二定码“x7x5”。

再看一下12月 18日晚开奖的16149

期体彩海南“4+1”开奖，当期大奖号码开出

“0061+7”，开出双重“00”与对数“61”组合，

双重“00”少见，也增加了竞猜难度，南国彩

票栏目的大师也难有建树，在报纸栏目上，

《数字武道》猜中了一组二定“00xx”；《彩市

主播》猜中了一组二定“0xx1”。而在本报短

讯平台上，《彩市主播》以复式码“50xx16”

圈中了一组二定“0xx1”。此外，《算码英

豪》、《麒麟大师》、《概率七彩》、《南国宝码》

等还分别猜中了三字现“016”，帮助彩民朋

友缩小了猜码范围。

回顾近期海南“4+1”开奖竞猜游戏，我

们惊喜地发现，南国彩票栏目的大师已经连

续5期猜中了精彩“定位3”宝码，让彩民朋

友连连惊呼奇迹。而更为神奇的是，在“5连

冠”中又创造了一次直码“8725”。加上此前

不久的《彩市精华》、《玩转七彩》、《彩市主

播》、《神彩飞扬》等接二连三奉献的四字直

码，将南国彩票栏目“二定期期有，三定常常

见，直码也不少”的金字招牌擦得更亮了，彩

民朋友无不盛赞：“精彩好码尽在南国彩票

栏目，关注南国彩票短讯平台，好运自然

来！” （南国都市报记者 侯忠材）

《尾王》猜中直码8725
本报连续5期猜中了“定位3”后再献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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