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激情岁月 短信代码：628 移动拨：12590389628
联通拨：116322889628
电信拨：1183283559628

新五指山
短信代码：613

稳坐：8 少用：9
最少一码：345多一码：026
头围：3458、尾围：12378
中肚：0483 、百位主攻：38
本期主攻：38x2、38x7、784x
二数合156、三数合：489
任选3：234、248、348、158

478、145、458、378
定位：38xx、78xx、x34x

x84x、8xx1、x8x1
四码：3851、3841、5841

5871、5817、2841十万八万 短信代码：696 移动拨：12590389696
联通拨：116322889696
电信拨：1183283559696

体彩沙皇
短信代码：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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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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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琼岛浪花 短信代码：603 移动拨：12590389603
联通拨：116322889603
电信拨：1183283559603

A=4（9）

小李飞刀

短信代码：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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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期开奖结果
3D：380 5D：38080

超级大乐透17016开奖结果

03、13、28、30、33+09、10

中国体育彩票
最新开奖

海南中奖情况：
一等奖中0注，单注奖金10000000

元；一等奖（追加）中 0 注，单注奖金
6000000元

二等奖中0注，单注奖金97252元；二
等奖（追加）中0注，单注奖金58351元

三等奖中1注，单注奖金5180元，三等
奖（追加）中0注，单注奖金3108元

奖池金：3382818218元

大 家 乐
短信代码：622

在近期体彩海南“4+1”开奖竞猜游戏

中，三重、假三重、三兄弟连号、双重光棍号

又来全偶组合号，大奖号码可谓无常多变，

竞猜难度之大，十分罕见，也完全打乱了大

家竞猜思路，但不管多难猜，南国彩票栏目

的大师期期都能猜中多组二定位码，可见，

南国彩票栏目“二定期期有，三定常常见，直

码也不少”的金字招牌可不是浪得虚名。

首先回顾一下 2 月 10 日晚开奖的

17015期体彩海南“4+1”开奖，当期大奖号

码开出“9411+6”（当期七星彩开奖号码为：

9411668），这是继前几期连续开出三重、假

三重、三兄弟连号之后开出双重光棍号“11”

与对数“49”组合，大奖号码的多变，增加了

竞猜难度，南国彩票栏目的大师也难有建

树，在此期竞猜中，大师们仅能猜中二定位

码。如报纸栏目上，除《睡美人》在猜中三字

现“914”的基础上中出一组二定位码

“94xx”外，其他大师全都出现空猜，双重光

棍号之难可见一斑。而本报短讯平台上，也

仅《直码追击》猜中了一组二定位码

“x4x1”，《彩市精华》也仅以“798头168十，

铁4”围定了一组三字现范围码“914”，其他

全都出现了空猜。

再看一下2月12日晚开奖的17016期

体彩海南“4+1”开奖，当期大奖号码开出

“2466 + 1”（当期七星彩开奖号码为：

2466140），全偶数开出，这是连续几期开出

三重、假三重、三兄弟连号、双重光棍号与全

偶号，出号风格多变，无常规，竞猜难度可想

而知，但南国彩票栏目的大师还是猜中了多

组二定位码。首先在报纸栏目上，《麒麟大

师》与《南国宝码》不约而同地推出了一组相

同的二定位码“24xx”，令人称奇，而《南国

宝码》在此基础上推出一组四字直码

“2406”，仅因十位号之错而憾失当期大奖，

无不令人为之惋惜。此外，《凤凰驿站》、《神

彩飞扬》、《京海情报》、《睡美人》、《数字武

道》等也分别猜中了三字现“264、624、264、

462”等。而在本报短讯平台上，《睡美人》还

中出了一组二定位码“24xx”；《新五指山》

先认定“稳坐6”然后推出三字现“246”，并

在此基础上中出一组二定位码“2xx6”，令

人对其刮目相看；还有《大家乐》也猜中了一

组三字现“246”。

近期体彩海南“4+1”开奖号码多变，给

竞猜游戏带来了不少难度，但不论是开出、

三重号、假三重组合号，还是开出三兄弟连

号、双重光棍号或是全偶组合号，南国彩票

栏目的大师都能猜中多组二定位码，也足见

大师们的竞猜实力。

其实，在近10期开奖竞猜游戏中，南国

彩票栏目大师的竞猜业绩还是不错的，如在

17007期中，《小宝版局》推出了一组精彩

“定位3”宝码“x827”，接着，《灯火阑珊》在

17008期中又圈中了一组“定位3”，实现了

三定位码的“二连冠”，再往前追逆，还有《尾

王》曾奉献四字直码“8725”，《京海情报》还

以复式码围定了四字直码“0971”……可见，

“精彩好码仍然尽在南国彩票栏目，关注南

国彩票短讯平台，好运自然来！”一点都不

假。

（南国都市报记者 侯忠材）

全偶数难阻多组二定位

神彩飞扬神彩飞扬神彩飞扬神彩飞扬

短信代码：626
铁率：14，19，64，69。
三字现：124，624，174，674，

629，679，129，179。
二定位：11xx，16xx，14xx，1x4x，

1xx4，1x8x，1x3x，1xx2。
三定位：114x，119x，11x2，11x7，

1x42，1x47，1x92，1x97

铁卒275配493同上！
二定位；Xx79x。x74x。x24x。x29x。x95x、

x59x。xx53。xx58。xx95。xx59。
三字现；593.598.384.385.389.594

254.259.257.253.753.579。
三 码 定 位 ；x259、457x、452x、457x、

x524、x795、x975、579x、574x、x835

铁卒258配394同上！
二数组合：XX53、XX35、XX85、XX58、

XX74、X59x、x95x、x83x、x38x、x79x
三字现：354.854.579.583.587

384.387.452.457.574
三码定位：x953、x958、x985、x935、

x795、579x、359x、379x、479x、x745

铁卒：19防64，2、7值

A+B+D=8/3、B+D+C=3/8

A+B+C=5/0、A+C+D=7/2

A+B=2/7、C+D=9/4、A+D=4/9

B+C=7/2、A+C=1/6、B+D=0/5

A=497、B=054、C=027、D=381

三字现：

881、879、867、855、843

831、829、817、805、893

定位2：

8XX8、 8XX5、 8XX2、 8XX9、

8XX6、8XX3、8XX0、8XX7、8XX4

定位3：

8X18、87X5、86X2、85X9、84X6

8X13、82X0、81X7、80X4、89X1

参考码：

8818、8795、8672、8559、8436

8313、8290、8177、8054、8931

4+1码：8436+8

七星彩：8436812

仠位范围：053849

三字现：248、243、239、289、478

347、149、469、379、249

两定位、24xx、84xx、x49x、x47x

x42x、x97x、x92x、xx73

xx37、xx91、x4x2、x4x7

三字定：

243x、24x3、248x、x428、

x491、x473、x437、84x2

直码、2437、2473、2491、8492

稳坐7，铁码01，二数合01；

A + B + C=16 A + B + D=50

A+C+D=83 B+C+D=49

三 字 现 ： 792、 769、 755、 743、

731、568

定位二：

2X4X、 2X2X、 2X0X、 2X8X、

2X6X、 7X9X、 7X7X、 7X5X、 7X3X、

7X1X、

定位三：

2X47、 2X24、 2X01、 2X88、

2X65、 7X92、 7X79、 7X56、 7X33、

7X10、

定位四：

2247、2124、2001、2988、2865、

7792、7679、7556、7433、7310、

4+1码：7792+0

铁38，配05。

二定位：

43XX，48XX，93XX，98XX

4XX2，4XX7，9XX2，9XX7

三字现：432，437，482，487

932，937，982，987

四字定位：千2749，百3805

拾1649、个4927。

七星彩：9317889，4862334

稳坐 25，防 70，二数合 016；三数合

371；A-B=49 A-C=61 A-

D=38 B- C=27 B- D=94

C-D=72

三字现：557、545、538、521、519、046

定 位 二 ：00XX、09XX、08XX、

07XX、06XX、55XX、54XX、53XX、

52XX、51XX、

定位三：002X、090X、088X、076X、

064X、557X、545X、533X、521X、519X、

定 位 四 ：0029、0906、0883、0760、

0647、5574、5451、5338、5215、5192、

海南（4+1）55741

头：1267 尾：0257

百：2578 十：2567

二数合：16、27 三数合：05、38

三字现：125、157、256

112、122、225

二定位：12XX、1X2X、1XX2

1XX5、X2X5、XX25

三字现：12X5、1X25、1X22

1X55、122X、X225

七星彩：1225458、1825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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