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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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3 5D：59321

“排列3、排列5”19132期开奖结果

体彩七星彩第19057期开奖结果

号码：9975203

号码：9975+2

海南“4+1”第190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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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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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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以 31547 为基数，034 至少上一

码，杀479头，稳坐3，排除9，二数合012；三

数合658；四数合159

三字现：375、363、351、349、374、028

定位 2：37XX、36XX、35XX、34XX、

33XX、82XX、81XX、80XX、89XX、88XX

定 位 3：375X、363X、351X、349X、

337X、820X、818X、806X、894X、882X

定位4：

3756、 3633、 3510、 3497、 3374、

8201、8188、8065、8942、8829

海南4+1：37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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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信代码：616南国宝码
本期概率分析推出，第一位为：7163；第

二位为：2056；第三位为：0387；第四位为：

1497；重点16头 49尾，0538站中肚；稳坐

53，防08

三字现：153、141、139、127、152、089

定 位 ：1X3X、1X1X、1X9X、1X7X、

1X5X、 6X8X、6X6X、6X4X、6X2X、

6X0X；三定：1X34、1X11、1X98、1X75、

1X52、 6X89、6X66、6X43、6X20、6X07

直 码 ：1534、1411、1398、1275、

1152、 6089、6966、6843、6720、6607

海南4+1：1534+0

移动拨：12590389605
联通拨：116322889605
电信拨：1183283559605

短信代码：605睡美人
（1）稳坐：47 配 92

（2）千位：4970，百位：2386，十位：

0816，个位：1274。

（3）三定现：486、474、462、450、485、

931、929、916、905、930、

（4）定位：4XX7、4XX4、4XX1、4XX8、

4XX5、9XX2、9XX9、9XX6、9XX3、9XX0、

（5）定位3：48X7、47X4、46X1、45X8、

4X85、93X2、92X9、9X76、9X53、9X30

（6）直 码 ：4867、4744、4621、4508、

4485、9312、9299、9176、9053、9930

（7）海南4+1：4508+7

短信代码：608算码英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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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期 重 点 包 162705 搭 配

734982 尾，精选包 0516 头搭配

3827尾，主攻包05头搭配38尾；单

吊 0头 3尾稳坐 0，铁卒 42，值数

379

三字现：042、030、028、016、

041、789

定位2：04XX、03XX、02XX、

01XX、 00XX、 59XX、 58XX、

57XX、56XX、55XX

定位 3：042X、030X、028X、

016X、004X、597X、585X、573X、

561X、559X

直 码 ：0423、0300、0287、

0164、0041、5978、5855、5732、

5619、5596

海南4+1：04239

上奖数38，有码27

定位：3++0、3++5、8++0、8++5、+

82+、+87+、+32+、+37+

三位：38+0、38+5、83+0、83+5、+

870、+875、+320、+325

四 码 ： 3820、 3875、 8320、

8375、3870、3825、3325、3375

体彩4+1：83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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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售前匆忙选号
彩民胆拖投注中1003万

5 月 14 日晚，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

2019055期开奖，开出红球01、06、11、15、

19、31，蓝球10。当期共开出一等奖两注，分

落广东、河南两地。其中河南洛阳市龙丰小

区南门26号楼下门面房41030913投注站中

得一注，采用的是胆拖投注，投注金额为70

元，揽获奖金1003万元。

5月15日上午，大奖得主赵先生（化名）

现身河南省福彩兑奖大厅。据悉，赵先生购

彩已将近10年，平时喜欢看走势图，并以胆

拖方式进行投注。谈及这次购彩的经历，赵

先生说到，“当天去投注站有点晚，马上快停

售了，看了看走势图，匆忙定了06、11两个

胆，拖了01、07、15、19、29、31、32七个号码，

蓝球10，没想到就这样中大奖了。”

谈及中得大奖的打算，赵先生坦言，“感

谢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圆了自己的大

奖梦，今后将继续坚持理性购彩，支持公益事

业。虽然在洛阳居住那么多年，但是还没一

套自己心仪的房子，这次中奖后，可以购置一

套，剩下的资金还没计划，来日方长，以后慢

慢考虑。” （河南福彩）

七星彩、排列五小视频

想看哪个点哪个

扫码即刻观看

中奖彩票

中奖喜讯
七星彩中奖情况：

《悦海知音》会员码中x97x，

连中2期

《新五指山》小视频中9xx5

《彩 海 蛟 龙》 中 范 围 头 尾

9xx5，连中3期

《尾王》会员中597；小视频

中597，铁率59、57、97

排列五中奖情况：

《激 情 岁 月》 中 单 枪 二 定

5xx2、xx32，中范围头尾5xx2

《悦海知音》中三字现592

《神彩飞扬》中三字现395

《尾王》中范围二定x93x

（李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