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五指山
短信代码：613

稳坐3少用7
最少一码158，最多一码249
头围3458 、尾围01245；中肚：0156；百

位主攻04
本期主攻30x4、34x5、3x15；
二数合358、三数合：789；
二定现：03、35、13、38、14、04
三字现：013、036、135、158
134、034、035、356

定位：30xx、34xx、3x0x
3x1x、x6x9、3xx5

四码：3015、3065、3415
3954、3084、3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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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率：32，82，37，87。
三字现：
326，376，826，876
321，821，371，871

二定：
x87x，x37x，x82x，x32x
x8x1，x8x6，x3x1，x3x6。
三定：x871，x876，x821，x826，

x371，x376，x326，x321

铁卒16配275同上!
二定位：
62xx，67xx，6x5x，6xx5
x25x，x75x，15xx，xx54，x59x
xx53，xx58，xx95，xx59
三字现：625，675，125，175，658，

653，158，153，624
三定位：625x，675x，175x，125x、

x259，452x，457x，x524

全偶数组合号开出之后再开出三兄弟连号好难猜

再难南国彩票也能猜中二定

铁卒49，配16,
二 定 ：6X9X,6X4X,1X9X,1X4X,

6XX9,6XX4,1XX9,1XX4
三字现：190,195,690,695,140,145,

640,645
范围码：千 4961，百 1638，拾 4927，个

2705
七星彩：6240732，1795287

A=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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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期开奖结果

3D：395 5D：39507

中国体育彩票
最新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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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现梦想
短信代码：604

激情岁月
短信代码：628

京海情报 短信代码：627 移动拨：12590389627
联通拨：116322889627
电信拨：1183283559627

彩市主播 短信代码：611 移动拨：12590389611
联通拨：116322889611
电信拨：1183283559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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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卒3827配4916同上!

二 定:62xx，67xx，x7x4，x2x4，

x2x9，x7x9，18xx，68xx，xx84，xx89，

xx52，xx29

三字现：124，129，624，629，674，

679，684，689，184，189，185，685

三定位：68x4，68x9，62x4，62x9，

67x4，67x9，685x，185，x284，x289

本期重点包162749搭配427905尾，

精选包1649头搭配2705尾，主攻包16头

搭配05尾；

单吊1头5尾

三字现：178、164、154、142、130、568

定位2：

17XX、16XX、15XX、14XX、13XX

62XX、61XX、60XX、69XX、68XX

定位3：

178X、166X、154X、142X、130X

623X、611X、609X、69X3、685X、

直码：

1787、1664、1541、1428、1305

6232、6119、6096、6973、6850、

海南4+1码：1305+4

三字现：476、471、426、421、976、

971、926、921

两定位：4xx1、4xx6、4xx7、4xx2、

4xx8、4xx3、x3x2、x8x2

三定位：4x12、4x62、4x17、4x67、

x412、x462、x471、x476

四字现：4312、4362、4862、4812、

4817、4867、4321、4371

没有27不成奖，二数合27
二定：xx20,xx25,xx70,xx75,1x7x,

1x2x,6x7x,6x2x
三字现：201,206,251,256,751,756,

701,706

仠位范围：379614

三字现：269、246、029、259、567、

157、256、026、245、579、

两定位：

92xx、42xx、x26x、62xx、x62x

x24x、x29x、x2x0、x7x5、x2x5

97xx、47xx

三字定：

926x、629x、624x、x240

x260、x765、92x0

直码、6290、6295、9245、9265

在近期体彩海南“4+1”开奖竞猜游

戏中，开奖号码多变是历来罕见的，三

重、假三重、三兄弟连号、双重光棍号、

全偶组合号，一个接一个开出后，三兄弟

连号又再次开出，竞猜难度之大，也极其

罕见，完全打乱了彩民的竞猜思路，但不

管多难猜，南国彩票栏目的大师还是期期

都能猜中多组二定位码。在刚刚开奖的

17017期中，大师们还一样中出了多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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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牌并不是浪得虚名的。

先回顾一下2月14日晚开奖的17017

期体彩海南“4+1”开奖，当期大奖号码开出

“9321 + 1”（当 期 七 星 彩 开 奖 号 码 为 ：

9321190），这是继上期全偶数大奖号开出之

后再次开出三兄弟连号，也是连续几期相继

开出三重、假三重、三兄弟连号、双重光棍

号、全偶号之后，三兄弟连号再次开出，出号

风格多变，无常规，让彩民朋友难以猜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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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李飞刀》在猜

中三字现“932”的基础上一举中出了一组二

定位码“93xx”；还有《彩市主播》、《概率七

彩》、《海南网通》等也分别猜中了二定位码

“x32x”、“9xx1”、“93xx”。此外，《温柔三

刀》、《尾王》、《峰回路转》、《玩转七彩》等也

分别猜中了三字现“329、321、129、139、

239”等。

而在本报短讯平台上，南国彩票栏目

的大师也玩出了精彩二定位码。如《小宝

版局》，认定“包9头”，然后推出一组二

定位码“9xx1”，《尾王》却以“49配16

配27”围定复式三字现“912”，并推出一

组二定位码“93xx”，从两组码综合看，

四字码“9321”已暗含其中，可谓精彩

矣。还有《新五指山》也中出了一组二定

位码“x3x1”，令人对他们刮目相看。但

遗憾的是，此期无人猜中“定位3”。

近期体彩海南“4+1”开奖号码多变

难猜，三重号、假三重组合号、三兄弟连

号、双重光棍号、全偶组合号等，接连开

出，令人防不胜防，但南国彩票栏目的大

师都能应对，且猜中了多组二定位码，大

师们的竞猜实力可见非同一般。

虽然号码多变难猜，但在近10期开奖

竞猜游戏中，南国彩票栏目大师还是作出很

大贡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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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此前，给彩民朋友奉献精彩“定

位3”宝码的大师还有很多，如《彩市精

华》、《体彩沙皇》、《七星统计员》、《概率七

彩》、《小李飞刀》、《尾王》等六位大师还曾

齐心协力创造“定位3”宝码“五连冠”的

辉煌业绩。《尾王》、《京海情报》还奉献过

四字直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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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牌可不是吹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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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码英豪 短信代码：608 移动拨：12590389608
联通拨：116322889608
电信拨：1183283559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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