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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国讲码小视频
想看哪个点哪个

扫码即刻观看

《彩海蛟龙》连中两期定位码
上期多位大师在多个平台均有亮点推荐

在上周日晚的开奖中，竞猜成绩最牛的

当属《彩海蛟龙》。当期他在多个平台均有奉

献定位大奖，送出了二定xx14和三定6x14

外，还推出四字码6014，差点中大奖。

1月27日晚，海南体彩4+1第19012

期开奖，开出号码为“6214+2”（当期七星

彩开奖号码为6214241）。当期，南国大师

们的竞猜成绩还不错，在短讯平台上，不少

大师都猜中了定位码。《彩海蛟龙》以复式

码“xx16/49”圈中二定xx14，他再进一

步推出三定6x14，除此之外，他给出的16

组号码“16/05/16/49”还可以推出四字码

6014和6514，离中大奖都仅有一码之差，

着实让人可惜。在短讯平台上，“码教授”

《神彩飞扬》《京海情报》和《数字武道》也

都看好6头，并且齐齐猜中二定62xx，而

《直码追击》则猜中一注二定6xx4。

在报纸栏目上，《彩海蛟龙》和《直码

追击》继续奉献了二定码，分别猜中62xx

和6xx4。

当期讲码小视频的成绩可圈可点。《彩海

蛟龙》在小视频里，同样也给彩民朋友推荐了

二定xx14和三定6x14，妥妥击中大奖。其

实在前一期开奖中，《彩海蛟龙》已经展现了

他的非凡竞猜实力，当期奉献的二定xx87

助力彩民中奖，而推荐的百位16，后两位合

5，也可推出一注三定x187。

此外，“码教授”的小视频也中了不少小

奖。《神彩飞扬》当期推荐的铁率中2注，并且

猜中二定62xx；《尾王》当期推荐的铁率中4

注，还猜中两注三字现426、421。《小宝版局》

推荐的主攻百个合6，也颇有参考价值。

彩民朋友关注的“码教授”会员码也小

有收获。《神彩飞扬》猜中一注单枪二定

62xx，他推出的直码6274也险些命中头

奖；“《小宝版局》的主攻百个合6，可推出

一注二定x2x4。《尾王》上期的预测码就比

较可惜了，他推出的定位码642x、64xx、

6x2x等都因位置颠倒而错失大奖。

今天又是新一期开奖日，如果你喜欢买

彩票，或者还没想好买什么号码，不妨拿出

手机，扫描右上方“南国马王”二维码关注

下我们的公众号，看看视频，再参考下大师

的图规，说不定年前收获大奖的就是你啦！

（南国都市报记者李丹）

移动拨：12590389623
联通拨：116322889623
电信拨：1183283559623

短信代码：623直码追击
判本期0不当头5不做尾，379稳上一

码，铁率30配69，

三字现390，392，396，063

二定位：3xx2，3xx6，3xx8，9xx2，

9xx6，9xx8，x90x，x96x，x30x，x36x

三定位：

39x2， 39x6， 39x8， 93x2， 93x6，

93x8，x902，x906，x908，x366。

直码：3306，3706，3906

海南体彩4+1：3906+2

第19013期分析推荐海南体彩 4+1

移动拨：12590389100
联通拨：116322889100
电信拨：1183283559100

短信代码：100彩海蛟龙
任选 3：213、218、263、268、713、

768

定位 2：2x1x、2x6x、7x1x、7x6x、

1x2x、1x7x、6x2x、6x7x、23xx、73xx

定位 3： 231x、 236x、 281x、 286x、

731x、736x、781x、786x、632x、637x

定位4：

2317、 2312、 2817、 2812、 2367、

2362、7317、7312、7862、7867

海南4+1：2317+0，7862+5

短信代码：626神彩飞扬
本期锁定大奖两数合38。用

05配38或27配16。

本期锁定大奖两数合16。用

05配16或27配49。

想要获取更多“神彩飞扬”后
期 精 准 码 ，请 拨 打 热 线 电 话
19989105678加入会员。

中国体育彩票
最新开奖

3D：501 5D：50132

“排列3、排列5”19028期开奖结果

大乐透第19012期开奖结果

05、09、17、18、19+07、10

短信代码：600小李飞刀

铁卒27，配16。

二 定 位 ： 2X0X， 2X0X，

7X5X， 7X5X， 2XX1， 2XX6，

7XX1，7XX6。

三 字 现 ： 304， 309， 354，

359，804，809，854，859。

范围码，千 1627，百 1649，

拾2749，个4916。

七星彩：7621009，7121554

A=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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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周二、五、日在南国官微和南国马王公众
号准点推出讲码视频，扫码关注加入会员获取
更多好码，或加以下号码微信了解会员详情。

服务热线：19989105678 南国马王南国官微

短信代码：604实现梦想
本期 38 有码成奖，二数合

50，

二定：x33x，x38x，x83x，

x88x， xx31， xx36， xx81，

xx86，

三 字 现 ： 332， 337， 382，

387，882，887，230，235，

移动拨：12590389614
联通拨：116322889614
电信拨：1183283559614

短信代码：614码风海韵
本期头奖分析，0891至少上二数，稳坐

18，单头双尾，头大尾大，一双三单，三大

一小，中肚合0358，头尾合164。

三字现：673、614、659、647、635、

018

定 位 ： 1XX2、 1XX9、 1XX6、

1XX3、 1XX0、 6XX7、 6XX4、 6XX1、

6XX8、6XX5、

三定： 12X2、 1X69、 10X6、 1X23、

18X0、 67X7、 66X4、 65X1、 64X8、

63X5、

参考码：1282、1169、1046、1923、

1800、6737、6614、6591、6478、6355、

海南4+1：1282+3

短信代码：613新五指山
稳坐5 少用7

最少一码：138

最多一码：249

头围：2570 尾围：03458

中肚：1569 十位主攻56

本 期 主 攻 ： X568， 5X18，

5X13

二数合：136 三数合：249

二字现：15、35、58、89、

56

三 字 现 ： 158、 568、 458、

589、013、036、358、258

定 位 ： 5XX8、 X5X8、

XX58、5XX3、X5X3、XX53

四码：5568、0568、5068、

5013、5063、5968

想要获取更多“五指山”后期
精 准 码 ，请 拨 打 热 线 电 话
19989105678加入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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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信代码：611彩市主播
本期头奖锁定49有码开出

三字现：142 192 642 692 147 197

647 697

两 定 位 ：2xx1 2xx6 2xx9 7xx1

7xx6 7xx9 24xx 74xx

三 定 位 ：24x1 24x6 29x1 29x6

74x1 74x6 79x1 79x6

四字现：

2451 2456 2401 2406 7451 7456

7401 7406

移动拨：12590389629
联通拨：116322889629
电信拨：1183283559629

短信代码：629峰回路转
本期七星彩前四位以01配678，两数合

4、9，三数合1、6，对数考虑16或38，提

防双重数11、22或33，注意0167取两数以

上。铁卒16。

三字现：

136、146、156、038、037、036

定位二：46××、47××、48××、

56××、57××、58××、67××、68××

定位三：461×、47×0、483×、56×

0、572×、58×3、670×、68×1

前四位：4613、4720、4830、5610、

5724、5863、6701、6851

“4+1”码：4613+1、4720+1、4830+1

七星彩：4613160、4720160、48301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