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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拨：12590389619
电信拨：1183283559619短信代码：619特选版局

个人观点：铁卒26.89，头尾数385/749，

中间数027/618

定 位 ：x2x9、x7x9、8x1x、8x6x、

82xx、 xx69、xx14、37xx、xx19、32xx

三字现：269、876、821、826、821、329、

371、376、321、326

三 定 位 ：x269、876x、82x9、826x、

821x、x269、371x、376x、321x、326x

直码：

8269、8769、8219、8264、8214、3269、

3714、3769、3219、3264

海南4+1：82695、37140

移动拨：12590389611
电信拨：1183283559611短信代码：611彩市主播

三字现：234 239 284 289 734 739 784

789

两定位：8xx2 8Xx7 3xX2 3XX7

2XX1 2XX7 3xX1 8xX1

三定位：8X47 8X42 8x41 8X91 8x97

8X92 2X41 2x91

四字现：8541 8542 8547 3541 3547

3542 8041 8042

体彩海南 4+1 第19075期分析预测

移动拨：12590389601
电信拨：1183283559601短信代码：601财神到

铁卒 38 配 16。范围码：千 3827，百

1605， 拾3827，个0549。

三字现：314，319，364，369，814，819，

864，869

二 字 定 ：31xx，36xx，81xx，86xx，

3xx4，3xx9，8xx4，8xx9

中国体育彩票
最新开奖

3D：884 5D：88476

“排列3、排列5”19173期开奖结果

超级大乐透第19074期开奖结果

08、09、13、14、34+05、07

短信代码：617福连得
三字现：124、144、244、467、

469、479、679、149

二 定 位 ：24XX、2X4X、

2XX1、X44X、X4X1、XX41、

64XX、XX79

三定位；244X，24X1，2X41、

X441、647X、64X9、6X79、X479

范围直码：1267 千位、49百

位、2479十位、1469个位

直码：2441、6479

短信代码：614码风海韵
期头奖分析5874至少上二数，

稳坐7，单头双尾，头大尾大，一双三

单，四大或四小，中肚合0258，头尾

合659，有对数

三字现：784、772、760、758、

746、129

定位二：2X9X、2X7X、2X5X、

2X3X、 2X1X、 7X4X、 7X2X、

7X0X、7X8X、7X6X

定位三：23X3、22X0、21X7、

20X4、29X1、78X8、77X5、76X2、

75X9、74X6

定 位 四 ：2393、2270、2157、

2034、2911、7848、7725、7602、

7589、7466

海南4+1：75891

三同上组合：091、041、096、046、591、

541、596、546、064、069

二定组合：45xx、90xx、xx06、xx42、

x51x、x06x、x01x、x06x、xx15、xx51、

xx60、x5x1、

三定组合：451x、456x、951x、956x、

x830、383x、838x、x330、x335、x880、x885

直码：

4515、4510、4506、4524、9060、9042、

9015、9560、4560、4060

移动拨：12590389624
电信拨：1183283559624短信代码：624码开富贵

短信代码：693尾王
范 围 ： 头 3805， 百 9405，

2761十，个6127尾。主攻27尾。

铁率：25，20，56，06。

三 字 现 ： 526， 521， 062，

012， 567，517，502，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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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体彩爱心夏令营圆满闭营
6月28日下午，2019“海南体彩爱心夏

令营活动”在海南大学开营。来自省旅文厅

定点帮扶五指山市南圣村、昌江县大仍村和

屯昌县落根村的中小学生近200人参加了活

动。省旅文厅、省体彩中心、海南大学等单位

有关人员出席了开营仪式。

开营仪式结束后，参加活动的学生们在

拓展教官们的带领下分组开展了丰富多彩的

团队拓展活动，如货币组合、群龙取水、动力

圈等项目。活动首日，参加活动的学生们在

海南大学志愿者的带领下，参观了大学校园，

联谊馆、校史馆等地方，全面了解了海南大学

的办学历史和特色，感受了大学校园优雅的

学习和生活环境，提前过了把“大学瘾”。

参加活动的学生们分享了自己的感受：

“之前对于学习比较迷茫，这次活动让我心里

有了目标。”“大学校园和中小学校园原来这

么不一样，文化生活这么丰富多彩，我一定要

努力学习，争取考上理想的大学！”

此次夏令营活动持续两天，精心设置了

两个站，分别为海南大学和中国（海南）南海

博物馆。

29日上午，夏令营活动第二站是前往位

于琼海市潭门镇的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参

观学习。学生们通过“南海人文历史陈列厅”

和“八百年守候——‘华光礁I号’沉船特展”

专题陈列厅以及华光礁I号复原船等历史文

物的参观，对南海历史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

对海南的先祖们不惧艰险，深耕南海，并创造

出的灿烂文化感到震撼并引以为豪。来自昌

江县大仍村的一名学生表示，之前从来没有

进过博物馆，今天来到这里，看到好多文物古

迹，他感到很震撼，收获非常大。博物馆就是

一座宝藏，在博物馆的所见所闻都激发了孩

子们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中国体育彩票作为国家公益彩票，长期

以来秉承“来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发行宗旨，

筹集的公益金广泛用于社会公益事业和体育

事业。近年来，策划开展了“共建健康海南

——海南体彩陪昌江大仍村孩子过六一”、

“海南体彩送琼剧下乡”、“海南省希望工程圆

梦行动”、“公益体彩快乐操场”等一系列公益

活动，积极助力我省各项公益事业，为我省的

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

的贡献。 （海体）

七星彩、排列五小视频

想看哪个点哪个

扫码即刻观看

前四位以05配124，两数合0、5，三数

合1、6，对数考虑16或05，提防双重11、22

或33，注意0156取两数以上。铁卒05。

三字现：034、035、036、124、125、126

定位二：04××、0×4×、0××4、

14××、1×4×、1××4、0×5×、0××5

定位三：04×6、0×45、02×4、02×5、

154×、12×4、025×、03×5

前 四 位 ：0436、0245、0365、1436、

1542、1264、0253、0165

“4+1”码：0436+5、0245+5、0365+5

七星彩：0463530、0245530、0365530

移动拨：12590389629
电信拨：1183283559629短信代码：629峰回路转

■海南移动手机拨打
125903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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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测信息查询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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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悦海知音 103

短信平台对应讲码师代码

中奖喜讯
19173期排列五开出88476

在当期竞猜中，《新五指山》给

出的范围二定中8xx7。

（李丹）

移动拨：12590389600
电信拨：1183283559600短信代码：600小李飞刀

任选3：

523、528、023、028、573、578

定位 2：52xx、02xx、57xx、07xx、

5x2x、5x7x、0x2x、0x7x、xx75、xx70

定位 3：523x、528x、52x3、52x8、

023x、028x、02x3、02x8、582x、587x

范围千位：052738，个位：053827

海南4+1：5285+9，5785+9

要想获得“码教授”更加精准
的单枪两定、三定及大奖码，请加入
他们的会员。

欢迎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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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