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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7）

小李飞刀
短信代码：600

海南体彩 4+1 第17054期分析预测海南体彩 4+1 第17145期分析预测

码风海韵 短信代码：614
移动拨：12590389614
联通拨：116322889614
电信拨：1183283559614

移动拨：12590389611
联通拨：116322889611
电信拨：1183283559611

彩市主播 短信代码：611

尾 王 短信代码：693
移动拨：12590389693
联通拨：116322889693
电信拨：1183283559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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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现梦想
短信代码：604

铁卒：69防14，3、9值 A+B+D=0/

5、B+D+C=4/9 A+B+C=2/7、A+C+

D=7/2 A+B=4/9、C+D=9/4、A+D=5/

0 B + C=8/3、A + C=7/2、B + D=9/4

A=491、B=015、C=382、D=216

三字现：446、434、422、410、408

991、989、977、965、953

定位2：

44XX、43XX、42XX、41XX、40XX

99XX、98XX、97XX、96XX、95XX

定位3：

446X、434X、422X、410X、408X

991X、989X、977X、965X、953X

参考码：

4463、4340、4227、4104、4081

9918、9895、9772、9659、9536

4+1码：95362

七星彩：9536215

铁卒38，配49

二定位

43XX，48XX，93XX，98XX

4XX1，9XX1，4XX6，9XX6

三字现

931，936，981，986

431，436，481，486

范围码

千位：4927，百位：3894

拾位：2705，个位：1683

七星彩：4386773，9831228

铁卒：42，47，92，97。

三字现：

824，324，829，329，

874，879，374，379。

二定位：

xx73，xx23，xx78，xx28，

4x7x，4x2x，9x7x，9x2x。

三定：

4x23，4x73，9x73，9x23，

4x78，4x28，9x78，9x28。

三字：341、346、841、846

891、896、391、396

两定位：

5xx3、0xx3、xx13、xx63

1xx3、0xx3、x4x3、x9x3

三定位：

54x3、59x3、5x43、5x93

1x43、1x93、14x3、1x93

本期05有码成奖，二数合38

二定位：

x32x，x82x，x37x，x87x

0x7x，0x2x，5x7x，5x2x

三字现，

253，203，258，208

753，703，758，708

本期头奖分析5874至少上二数，稳

坐7，单头双尾，头大尾大，一双三单，四大

或四小，中肚合0258，头尾合659，有对数

三字现：784、772、760、758、746、129

定位二：

2X9X、2X7X、2X5X、2X3X、2X1X

7X4X、7X2X、7X0X、7X8X、7X6X

定位三：

23X3、22X0、21X7、20X4、29X1

78X8、77X5、76X2、75X9、74X6

定位四：

2393、2270、2157、2034、2911

7848、7725、7602、7589、7466

海南4+1：75891

峰回路转

短信代码：629

码开富贵

短信代码：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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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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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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七星彩前四位以49配061，

两数合3、8，三数合0、5，对数考虑38

或49，提防双重数44、33或22，注意

3489取两数以上。铁卒19。

三字现：406、409、249

318、308、219

定 位 二 ：40 ×× 、41 ×× 、

42××、30××、31××、32××、

20××、21××

定位三：40×6、41×6、42×6、

30×8、31×8、32×8、20×7、21×7

前四位：4096、4196、4276、3078、

3178、3298、2087、2187

“4+1”码：

4096+5、4196+5、4276+5

七星彩：

4096516、4196516、4276516

16配05。主攻中间合6。后两位对

数。

三字现：605、602、607、052、526

057、150、195、190、965、096

二 定 组 合 ：xx05、x60x、2xx0、

26xx、2x0x、x06x、2xx5、2x5x、20xx、

2x0x、2xx0、2xx5

三 定 组 合 260x、2x05、x605、

26x5、21x5、569x1、5x96、5x91、

25x7、20x1、x501、2x01

直码.2605.7605.2061.7061。

在 2017 年 12 月 5 日晚开奖的第

2017143期双色球中，上海彩民共中得了

6注一等奖。12月6日下午，这两位一等

奖中奖者就“迫不及待”来到了上海市福

彩中心兑奖处兑领了奖金。

首先来到兑奖中心的是中得5注一等

奖的张先生 （化姓）。张先生是一位70

后，据介绍，他当期进行了复式5倍投，

选的红球是01、04、06、09、14、20、

21、27、29，蓝球则独选了14。这张彩

票共中得了5注一等奖、90注三等奖、

225注四等奖和100注五等奖，总奖金额

达到58754360元。张先生表示自己急着

来领奖，还没有告诉家人，他当场自愿向

上海市帮困互助基金会捐款5万元。

就在当天下午，第2017143期双色球

游戏的另一个头奖中奖者王先生（化姓）

也出现在上海市福彩中心兑奖处。王先生

是个80后，他虽然也中了一等奖，但由

于彩票是单式投注，错过了双色球9亿大

派奖的“馈赠”，中奖奖金为 6687672

元。不过，王先生表示这张彩票是路过彩

票店时机选买的，能中一等奖已经觉得非

常幸运了，他也自愿向上海市帮困互助基

金会捐了2万元。

值得一提的是，这两位彩民都是“新

上海人”。双色球9亿元大派奖活动还剩6

期，机会就在大家身边，说不定下一个幸

运儿就是你哦！

（上海福彩网）

上海男子火速兑福彩5875万
没告诉家人，自愿向上海市帮困互助基金会捐了5万元

中奖彩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