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万八万 短信代码：696 移动拨：12590389614
联通拨：116322889614
电信拨：1183283559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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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5期开奖结果

3D：342 5D：34230

中国体育彩票
最新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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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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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李飞刀

短信代码：600

统 计 员
短信代码：602

麒麟大师 短信代码：617 移动拨：12590389617
联通拨：116322889617
电信拨：1183283559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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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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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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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彩周刊 2017年1月6日星期五 责编/徐伟东

在体彩海南“4+1”开奖竞猜游戏中，

南国彩票栏目虽然在年终岁末竞猜中连创

佳绩，但在岁首的开局却并不太理想，在

17002期中，大师们又仅奉献了几组二定

位码，而《峰回路转》的四字直码却因一

号之错而憾失当期大奖，这让彩民朋友怀

念岁末的《特选版局》、《数字武道》的精

彩“定位3”宝码，期待南国彩票栏目“二

定期期有，三定常常见，直码也不少”的

金字招牌再次叫响。

回顾一下1月3日晚开奖的17002期体

彩海南“4+1”开奖，当期大奖号码开出

“4878 + 7”（当 期 七 星 彩 开 奖 号 码 为 ：

4878761），开出双重“88”加散号“47”

组合，且“78”为兄弟连号，出号风格与

上期相似，竞猜难度也比较大，南国彩票

栏目的大师仅猜中了多组二定位码。首先

在报纸栏目上，虽然中的不多，但却体现

了“英雄所见相同”，如《琼岛浪花》和

《算码英豪》却不约而同地奉献了一组相同

的二定位码“48xx”，令彩民朋友对其刮

目相看。此外，《小李飞刀》、《特选版局》

也 我 才 看 了 猜 中 了 三 字 现 “、 784、

847”。而在本报短讯平台上，仅《开心彩

票》中出一组二定位码“x87x”。而《峰

回路转》 却因一号之错而与大奖号码

“4878”擦肩而过，其他如三字现等却无人

猜中，令人遗憾。

《峰回路转》虽然憾失大奖，但他的竞

猜思路却让人看到他的深厚功力，如，他

先圈定范围码“千位345，百位123，十位

678、个位678”，然后推出一组复式二定

位码“34x678x”，成功圈定了一组准二定

“4x7x”，最后，他再次推出一组囝直码

“4278”，仅因百位的“8”错为“2”而与

当期大奖号码“4878”擦肩而过，令人惋

惜不已。

回顾岁末年初的这几期海南“4+1”开

奖竞猜游戏，可谓是年终大吉，岁首欠

佳，如年末，南国彩票栏目大师又创造了

一个奉献“定位3”宝码“二连冠”，继

《特选版局》奉献了一组三定“138x”之

后 ，《数 字 武 道》 又 推 出 一 组 三 定

“05x4”，但岁首的二期，大师们仅奉献了

多组二定位码，如《峰回路转》的四字直

码，虽然很接近大奖，却仍因一号之错而

留下无限遗憾。

不论岁首这两期竞猜如何，但在开奖

竞猜游戏史上却是很辉煌的，在上一个月

内不仅创造了一个“五连冠”的“定位3”

宝码历史，如16144期，《彩市精华》猜中

三定“0x47”；16145期，《体彩沙皇》猜

中三定“7x13”；16146 期，《七星统计

员》猜中了三定“x582”；16147期，《概

率七彩》和《小李飞刀》分别猜中了三定

“47x2”和“4x52”；1648期，《尾王》推

出2组复式三定位码“38/27x05、38x27/

50”（即三定码“87x5、8x75”），而且推

出一组精准四字直码，如 《尾王》 的

“8725”。

南国彩票栏目“二定期期有，三定常

常见，直码也不少”的金字招牌也一直响

亮着。彩民朋友更是衷心称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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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峰回路转》一号之差失大奖
精彩好码尽在南国彩票栏目及其短讯平台

京海情报京海情报京海情报京海情报

短信代码：627
铁卒05配2749同上！
二定位：02XX、07XX、52XX、57XX、

0X5X、XX29、XX24、2X3X、05XX、X52X
三字现：204.209.254.259.754.759

235.230.052.054.059.629
三 定位：204X、209X、254X、259X、

024X、029X、704X、02X9、20X9、02X9

铁卒：20，25，70，75
三字现：204，254，259，209

759，709，754，704
二定位：x5x4，x0x4，x5x9，x0x9

x4x5，x4x0，x9x5，x9x0
三定位：x024，x524，x074，x574

x029，x529，x079，x579

铁卒27配05同上！
二定位：xx29、XX24、0XX9、0XX4、

25XX、05XX、02XX、52XX、07XX、30XX
三字现：592.092.204.209.235.239
624.674.629.294.254.256。
三码定位：25X4、25X9、02X4、02X9、

52X4、029X、024X、204X、209X、0X39

杀1头，杀8尾。主攻单头，头尾合

双，中肚合双，值围：12-26。

头尾数 0348，中肚数 1689，不同行

89、79、57。二数合0、5，三数合1、6

铁卒：68，死数：1。

任 选 三 ： 540 548 590 598

740 748 790 798 980 984

定位 2：0××0、0××4、0××5、

4 ×× 0、 4 ×× 4、 4 ×× 5、 6 ×× 0、

6 ×× 4、 6 ×× 5、 7 ×× 0、 7 ×× 4、

7××5

定位3：75×0、77×0、79×0、75×

4、77×4、79×4、67/59×04

参 考 码 ： 7590 7790 7990

7594 7794 7994 7550 7750

7950 7554

铁卒49，配16

二定位：

6XX9，6XX4，1XX9，1XX4

X2X9，X7X9，X2X4，X7X4

三字现，109，102，609，602

159，154，659，654

范围码，千6105，百2761

拾1627，个3894

七星彩，6269331，1719336

铁卒：73防28，8、2 值

A+B+D=8/3、B+D+C=1/6

A+B+C=5/0、A+C+D=0/5

A+B=5/0、C+D=3/8、A+D=0/5

B+C=8/3、A+C=7/2、B+D=1/6

A=278、B=385、C=059、D=038

三字现：235、235、211、209、297

780、778、767、754、742

定位2：

23XX、22XX、21XX、20XX、29XX、

78XX、77XX、76XX、75XX、74XX

定位3：

235X、223X、211X、209X、297X、

780X、778X、766X、754X、742X

参考码：

2358、2235、2112、2099、2976

7803、7780、7667、7544、7421

4+1码：7803+1 七星彩：7803165

新五指山
短信代码：613

稳坐4，少用3
最少一码：679，最多一码：058
头围：1679 尾围：24678
中肚：4579 百位主攻49
本期主攻：697X，69X4，X974
二数合：168；三数合：079
三字现：467、469、479、679

569、456、246、129
定位：64XX、69XX、6XX4

X97X、XX74、XX56
四码：6479、6429、6974

1992、6992、6492

一、上期回顾开出：千位：4、个位：8

二、本期关注：

千位的：3、4、6、8、9，百位的：1、2、7、8、9

十位的：0、1、2、6、9；个位的：0、1、7、8、9

三、组合近期重点关注：

1、27XX（隔572期未出）,XX77（隔

574期未出）

2， 单单x双（隔25期未出） x双双

双（隔27期未出），单x双双（隔26期未

出），大小x大（隔31期未出）

3、单双双双（隔61期未出），大大小小

（隔36期未出）

四，关注三码定位直码

278x（3125期未出），389x（2118期未

出），490x（2736期未出），6742（3125期未

出），2655（隔3125期未出），2780（隔3125

期未出）;四码同上0723（隔2255期未出）

五，热门码：67xx、56xx、x74x、674x

六、冷门码：XX24、X62X、81XX、

815X、360X、926X、X624、X124、6X24

四码推荐：8151、3600、6624、9262

重点三定位 64 组稳中奖： 千位

0125，百位0159，个位0347。{铁36。}

（1）包 重 点 范 围 ：千 位 0135，百 位

0159，十位0236，个位0347。

（2）排除3码范围：绝杀986千位，绝杀

268百位，绝杀517十位，绝杀589个位。

（3）三字现：736，713，701，301，308，

306，305，316。

（4）二字定位：3×0×，3×2×，3×

3×，3×4×，3×5×，3×6×，5×0×，5×

2×，5×3×， 5×5×，5×6×，0×0×，

0×2×，0×3×，0×5×，0×6×。

（5）三字定位：3×03，3×23，3×33，

3×40，3×50，3×60，5×07，5×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