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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彩流程

手机购体彩
随 大奖中地随时

财政部批准官方授权

咨询电话：95086

注：绑定的银行卡须为本人开户之

海南省内储蓄卡。完成以上步骤后即

可在线购买足彩、竞彩、大乐透、七星

彩、海南 4+1、顶呱刮即开彩等体育彩

票，动动指尖购彩兑奖一站式搞定。

理性投注，量力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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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师预测信息查询方法
海南移动手机拨打12590389+大师代码
海南联通手机拨打101571557+大师代码
海南电信手机拨打1183283559+大师代码
用户只要用手机拨打以上号码+分析师代码，系统就会

自动向您的手机发送短信，轻松获得对应大师最新的预测
信息，助您中奖一臂之力。

例如：用户想查询《财神到》的最新预测信息，可用手机拨

打：

12590389+601（移动）
101571557+601（联通）
1183283559+601（电信）

查询费
1元/次

短讯平台对应分析师代码表

注：以上讲码师预测信息若未见报，彩民朋友仍可通过对应短信代码正常查询
各位讲码师最新预测信息。短信平台实时更新，开奖日中午12点后更有各位讲码
的最新分析结果，给您不一样的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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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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采飞扬 626

京海情报 627
激情岁月 628
峰回路转 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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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 王 69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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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海蛟龙彩海蛟龙 10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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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彩5天后才想起
险些忘了奖票

4月19日下午3点，在渝中区人大代

表、市公证处公证员以及20余家新闻媒

体的共同见证下，重庆市忠县9654万体

彩大乐透大奖得主与渝北965万体彩大乐

透大奖得主装扮成“财神爷”与“米老

鼠”现身市体彩中心领奖，在领走体彩巨

额奖金的同时，他们也为社会贡献利税逾

2123万元。

在礼仪小姐的搀扶下，化妆成财神爷

的亿元中奖者出现在公众面前。能与买中

体彩大乐透1.06亿大奖的两位“神人”

如此近距离接触，现场观众激动得小心脏

差点没跳出来。

作为渝中区人大代表的王国庆先生显

然见惯了大场面，他对于今天的颁奖仪式

给出了中肯的评价：“重庆体彩对于大奖

颁奖的各个环节如此透明与严谨，对中奖

彩民信息保护措施如此完善与可信赖，这

一切让我有理由相信，体育彩票完全能实

现其构建负责任、可信赖的、可持续发展

的国家公益彩票目标。”

值得一提的是，关于9654万大奖的

中奖故事还十分具有“离奇”的色彩。此

前中出9654万大奖的彩票店女业主接受

采访时称，得主是她家店的常客，当天是

周四，可是这位彩民错以为是周三，稀里

糊涂的打了30块钱周六开奖的奖票，正

是因为记错了时间，买错了彩票，这位彩

民才误打误撞的命中了9654万巨奖！

目前，大乐透派奖正如火如荼进行

中，奖池52.68亿元继续处在历史高位。

大家最高 2 元可中 1500 万，3 元可中

2400万。心动不如行动，说不定下一个

大奖得主就是你！ （新 彩）

扮成“财神爷”领走9654万
“财神爷”与“米老鼠”纳税逾2123万元

重庆市体彩主任为大奖得主颁奖

仅花4元机选一张双色球彩票就中

得996万元大奖，好运令人羡慕！然而

这张大奖彩票在某个角落里默默呆了5

天后，购彩者才得知中奖。

4月17日，双色球第20180041期

996万元大奖得主朱师傅一家人现身省

福彩兑奖大厅领走奖金，对于他的好

运，在场的工作人员都赞叹不已。

高兴之余，朱师傅话语间倒是有了

点难为情“我有点后知后觉了，开奖后

彩票在家里放了好几天才想起来没核对

号码。”原来这张彩票是朱师傅送货途

中购买的，买完彩票就放在外套口袋

里，当晚回家脱了外套全然忘记核对号

码这件事，过了几天闲下来后才想起自

己有张彩票还没核对，看到当期号码和

自己手中彩票上的完全一致时才知道自

己被好运砸中。激动之余，朱师傅安排

好工作，这才和家里人赶来杭州兑奖。

此时距离开奖当天已经过去5天。

家住台州临海的朱师傅自己经营一

家小商铺，生活中除了送货几乎就是家

和店铺两点一线。忙碌之余，福利彩票

成为了老朱生活必不可少的调剂品。

“最早在外地打工的时候就开始买双色

球了，大概也有7、8年了，双色球每

期都买的，中奖不多，就是买个开

心。”分享购彩心得，老朱表示自己很

理性，“每次最多不超过20元，都是机

选的，彩票就是看运气嘛，你说对

吧？”谈及未来打算，朱师傅表示还没

有什么规划，继续平常地过日子，继续

购买福利彩票。

（浙江在线）

本期头奖以 0153 落下二码为主

攻，稳坐0，二数合1、4，三数合5、

9，值数为5、0值。头奖结构：二数

相差1，二数非差0，一单三双，二大

二小

千位：0、5、6；百位：1、5、

6；十位：3、8、2；个位：1、8、6

三字现：056、045、032、029、

018、501、599、587、575、563

定位 2：05XX、04XX、03XX、

02XX、 01XX、 50XX、 59XX、

58XX、57XX、56XX

定 位 3： 056X、 044X、 032X、

020X、 018X、 501X、 599X、

587X、575X、563X

参 考 码 ： 0568、 0445、 0322、

0209、 0186、 5013、 5990、 5877、

5754、5631

4+1码：01863

七星彩：0186325

（1）稳坐：40 配 95

（2） 千位：9470，百位：3056，十

位：0723，个位：1054。

（3） 三 定 现 ： 490、 489、 476、

464、452、945、934、921、918、907

（4）定位：

4XX2、 4XX9、 4XX6、 4XX3、

4XX0、 9XX7、 9XX4、 9XX1、

9XX8、9XX5

（5） 定位 3：49X2、48X9、47X6、

46X3、 45X0、 94X7、 93X4、 92X1、

91X8、90X5

（6） 直 码 ： 4902、 4889、 4766、

4643、 4520、 9457、 9334、 9211、

9198、9075

（7）海南4+1：4520+8

本期概率分析推出，第一位为：

1623；第二位为：2174；第三位为：

0493；第四位为：1627；重点 16头 27

尾，2479站中肚；稳坐17，防67

三字现：

167、156、143、130、129

二定位：

1X7X、 1X5X、 1X3X、 1X1X、

1X9X、 6X2X、 6X0X、 6X8X、

6X6X、6X4X

三定位：

1X79、 1X56、 1X33、 1X10、

1X97、 6X24、 6X01、 6X88、 6X65、

6X42

直码：1679、1556、1433、1310、

1297、 6124、 6001、 6988、 6865、

6742

海南4+1：129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