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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拨：12590389621
联通拨：116322889621
电信拨：1183283559621

短信代码：621小宝版局

中国体育彩票
最新开奖

3D：114 5D：11453

“排列3、排列5”19095期开奖结果

体彩七星彩第19041期开奖结果

号码：6025851

号码：6025+8

海南“4+1”第19041期开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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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 连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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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动拨：12590389612
联通拨：116322889612
电信拨：1183283559612

短信代码：612海南网通

移动拨：12590389616
联通拨：116322889616
电信拨：1183283559616

短信代码：616南国宝码

移动拨：12590389690
联通拨：116322889690
电信拨：1183283559690

短信代码：690数字武道

短信代码：608算码英豪

短信代码：605睡美人

南国马王南国官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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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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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星彩、排列五小视频

想看哪个点哪个

扫码即刻观看

上奖数38，有码16

定位

64XX、69XX、14XX、19XX

XX85、XX80、XX35、XX30

三定位：643X、693X、148X、143X

6X85、6X80、1X85、1X80

四位

6435、6934、1485、1435

6985、6980、1985、1980

体彩4+1：1485+8

稳坐：52 配 07（2）千位：4905，百位：

2761，十位：0386，个位：3405。

三定现：523、512、509、597、583、078、

067、054、042、038

定 位 ：52XX、51XX、50XX、59XX、

58XX、07XX、06XX、05XX、04XX、03XX

定 位 3：523X、511X、509X、597X、

585X、078X、066X、054X、042X、030X

直码：5235、5112、5099、5976、5853、

0780、0667、0544、0421、0308

海南4+1：0421+6

本期概率分析推出，第一位为：8523；第

二位为：2794；第三位为：0493；第四位为：

1627；重点38头 16尾，2479站中肚；稳坐

36，防81

三字现：374、362、350、348、364、289

定 位 ：3XX6、3XX3、3XX0、3XX7、

3XX4、8XX1、8XX8、8XX5、8XX2

三 定 ：37X6、36X3、35X0、34X7、

33X4、82X1、81X8、80X5、89X2、88X9

直码：3746、3623、3500、3487、3364、

8291、8178、8055、8932、8819

海南4+1：3746+9

本期重点包 163849 搭配 549027 尾，

精选包1649头搭配0527尾，主攻包16头

搭配27尾；单吊12尾稳坐06，铁卒51，

值数 495三字现：108、196、184、172、

160、576

定 位 2： 1X8X、 1X6X、 1X4X、

1X2X、 1X0X、 6X3X、 6X1X、 6X9X、

6X7X、6X5X、

定 位 3： 1X84、 1X61、 1X48、

1X25、 1X02、 6X39、 6X16、 6X93、

6X70、6X57、

定位 4：1084、1961、1848、1725、

1602、6539、6416、6393、6270、6157

海南4+1：1084+5

本期以16459为基数，345至少上一

码，杀053头，稳坐1，二数合053；三数

合167；四数合053

三字现：345、622、610

608、693、148

定位2：

1XX0、1XX7、1XX4、1XX1

1XX8、6XX5、6XX2、6XX9

6XX6、6XX3

定 位 3： 18X0、 17X7、 16X4、

15X1、 14X8、 63X5、 62X2、 61X9、

60X6、69X3

直码：

1890、1777、1654、1531、1418

6345、6222、6109、6086、6963

海南4+1：1890+4

本期头奖以138905落下三码为主攻，

稳坐3，二数合1、0，三数合0、8，值数为0、5

值。

头奖结构：二数相差1，二数非差0，二

单二双，一大三小

千位：0、5、1；百位：8、3、7；十位：0、5、

7；个位：3、8、1

三字现：389、490、501、612、723、834、

945、056、167、278

定 位 2：38xx、49xx、50xx、61xx、

72xx、83xx、94xx、05xx、16xx、27xx

定 位 3：389x、490x、501x、612x、

723x、834x、945x、056x、167x、278x

参 考 码 ：3891、4902、5013、6124、

7235、8346、9457、0568、1679、2780

4+1码：38910 七星彩：3891024

在4月12日晚的开奖中，南国彩票大

师大范围中奖，帮助彩民赢取不少奖金。

第 19041 期七星彩开出中奖号码：

6025851，《神彩飞扬》 会员中单枪两

定××25，讲码小视频主推后两位合 2、

7，并同样猜中××25。《激情岁月》讲码

小 视 频 公 开 05 上 奖 ， 命 中 范 围 头 尾

6XX5。《尾王》则在小视频中推荐后两位

合2、7。

第 19095 期排列五开出中奖号码：

11453，在七星彩预测中有精彩预测的《神

彩飞扬》又有上佳表现，他的讲码小视频猜

中两组二定位1×4×，×14×以及一组三

定位×145，此外他猜中两组铁卒14、15

和三字现145，最后更一举猜中范围大奖

1145。

《激情岁月》本期的排列五小视频公开

4十位走0、5，命中范围头尾1XX5，表现

亦可圈可点。《尾王》的排列五小视频则推

荐千十位合0、5，后两位合4、9，合分推

荐正确。

第19096期排列五小视频已上线，赶紧

扫描右边二维码观看吧！更多惊喜在等着

你！ （南国都市报记者 李丹）

“神彩飞扬”命中排列五×145
同时他还在七星彩两中××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