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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南国好彩

小伙购彩 3 个月揽获 556 万
近来，云南彩民的好运节节攀升，捷报
频传，尤其是昆明彩民，接二连三中大奖，
鼓舞了彩民朋友的士气。双色球第 2018076
期开奖，昆明彩民再次被双色球头奖击中，
凭一张投注金额为 42 元的 7+3 复式票，拿
下头奖 556 万多元，该头奖出自昆明市星体
花园 4 栋 2 号。近日，中奖者顾先生 （化
姓） 来到云南省福彩中心领取了属于自己的
大奖。
顾先生是位年轻的彩民，虽然接触彩票
很多年了，但都是看着母亲、朋友在买，自
己买彩票是近三个月才开始上手，顾先生
说：“我真的觉得自己太幸运了，我知道很
多彩民都是十年如一日地购彩、守号，就像
我母亲，买了十几年，都没见过大奖，我才

海南网通

定 位 2：38XX、37XX、36XX、35XX、
34XX、 83XX、82XX、81XX、80XX、
89XX
定 位 3：389X、377X、365X、353X、

（1） 本期头奖以 01486 落下三码为主
攻，稳坐 0，二数合 1、2，三数合 5、3，
值数为 3、9 值。
（2） 头奖结构：二数相差 1，二数非差
0，一单三双，一大三小。
（3） 千 位 ： 0、 5、 1； 百 位 ： 6、 1、

小宝版局 短信代码：621
移动拨：12590389621
联通拨：116322889621
电信拨：1183283559621

7；十位：4、6、9；个位：2、8、3。
（4）三 字 现 ：052、047、038、026、014、
507、595、583、571、569
（5）定位 2：
0XX0、0XX7、0XX4、0XX1、0XX8、
5XX5、5XX2、5XX9、5XX6、5XX3

个人观点：
AB 两数合 27、CD 两数合 72、BD 两数
合 94
两 字 定 ： 84xx、 89xx、 xx75、 xx20、
8xx0、3xx5、39xx、34xx、3xx0、x92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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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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定位 3：05X0、04X7、03X4、02X1、
01X8、50X5、59X2、58X9、57X6、56X3
（7）参 考 码 ：0520、0407、0384、0261、
0148、5075、5952、5839、5716、5693
（8） 4+1 码：01486
（9） 七星彩：0148632

三 字 定 ： 842x、 892x、 847x、 842x、
89x0、3x25、39x5、34x5、342x、392x
四 字 定 ： 8425、 8925、 8475、 8420、
8920、3425、3925、3475、3420、3920
海南体彩 （4+1） 39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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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讯平台对应分析师代码表

341X、 834X、822X、810X、808X、896X
直 码 ：3899、3776、3653、3530、3417、
8344、8221、8108、8085、8962
海南体彩 4+1：8962+1
移动拨：
12590389690
联通拨：
116322889690
电信拨：
1183283559690

七星彩第 18080 期预测

短信代码：690

上两元、四元的彩票，即使没中过大奖，但
觉得她很开心，现在自己也体会到了这种心
情，一开始买彩票的时候是不相信会中大奖
的，但看了很多云南省福彩公众号上写的中
奖故事，还有真实的彩票票面，我就相信真
的有大奖，只是看自己的运气罢了。
面对大奖，顾先生直言不讳地说：“知
道是自己中的大奖，激动得一夜没睡，也第
一时间告诉了父母，这笔奖金都交给他们来
分配，用来孝敬父母，让他们安享晚年，自
己还年轻，想好好奋斗、努力工作。毕竟中
奖只是运气好了一次而已，生活还是要继续
正常地进行，坐吃山空是不行的。”他也表
示，希望更多的彩民朋友中大奖，保持一个
好的心态购买彩票。
（云南福彩）
移动拨：
12590389612
联通拨：
116322889612
电信拨：
1183283559612

七星彩第 18080 期预测

短信代码：
612

本期以 34715 为基数，379 至少上一码，
杀 051 头，稳坐 0，二数合 129；三数合 934；
四数合 315。
三字现：
389、376、365、353、341、269

数字武道

买了三个月，就中了头奖，真是弥补了母亲
这些年来的遗憾。这张彩票我是自己挑的号
码，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就单纯喜欢这几
个数字，我也没买过单式票，一开始就跟着
身边的老彩民朋友买复式。”
说起这次中奖，顾先生表示：“我最近
跟朋友玩牌，没有一次赢过，手气差到不
行，朋友还开玩笑说，就你这么背，赶紧去
买注彩票去。我还真的就去买了这一张彩
票，没想到玩牌没赢钱，买彩倒是中了这么
一注大奖，我就跟朋友说，以后我都再也不
打牌了，我只买彩票了。
”
顾先生虽然年轻，但心态很好，他觉得
每一期少投入一点，既买了一份希望，又不
会影响到正常的生活，以前看着母亲每期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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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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奖彩票

睡美人

短信代码：605

七星彩第 18080 期预测
（1）稳坐：01 配 56
（2）千位：1605，百位：1679，十
位：4386，
个位：0167。
（3）三 定 现 ：006、094、082、
070、068、551、549、537、525、513
（4）定位 2：
0XX3、0XX0、0XX7、0XX4
0XX1、55X8、54X5、53X2
52X9、51X6
（5）定位 3：
00X3、09X0、08X7、07X4
06X1、55X8、54X5、53X2
52X9、51X6
（6）直码：
0063、0940、0827、0704
0681、5518、5495、5372
5259、5136
（7）海南体彩 4+1：5136+4

算码英豪 短信代码：608
七星彩第 18080 期预测
本 期 重 点 包 162738 搭 配
427916 尾 ， 精 选 包 1638 头 搭 配
2749 尾，主攻包 38 头搭配 49 尾；
单吊 3 头 4 尾稳坐 19，铁卒 3，值
数 379。
三字现：
339、 327、 315、 307、
391、468
定位 2：
3XX6、3XX3、3XX0、3XX7
3XX4、8XX1、8XX8、8XX5
8XX2、8XX9、
定位 3：
33X6、32X3、31X0、30X7
39X4、88X1、87X8、86X5
85X2、84X9、
定位 4：
3396、3273、3150、3037
3914、8841、8728、8605
8582、8469、
海南体彩 （4+1） 39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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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询费
101571557+601（联通）
1 元/次
1183283559+601（电信）

支持公彩 打击私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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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