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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拨：12590389617
电信拨：1183283559617短信代码：617福 连 得

三字现：245、249、259、459、106、108、

168、608

二定位：

54XX、5X9X、5XX2、X49X、X4X2、

XX92、16XX、XX80

三 定 位 ；549X、54X2，5X92、X492、

168X、16X0、1X80、X680

范围直码； 1056 千位、1469 百位、

3489十位、2057个位

直码：5492、1680

体彩海南 4+1 第19093期分析预测

中国体育彩票
最新开奖

3D：876 5D：87686

“排列3、排列5”19215期开奖结果

超级大乐透第19092期开奖结果

02、11、15、27、30+02、05

短信代码：623直码追击
本期3不当头4不做尾，235

稳上一码，铁率27配38。

三字现281，285，287，230

二定位：

0xx1，0xx5，0xx7，2xx1

2xx5，2xx7，x82x，x80x

x42x，x40x

三定位：

08x1，08x5，08x7，28x1

28x5，28x7，x821，x825

x827，x425。

直码：2821，2825，2827

海南体彩4+1：2825+3

前两数合16，05配16。

三同上组合：153、156、136、365、573、

578、576、571、536、538、752

二定组合：1xx6、15xx、x53x、xx36、

x5x6、1x3x、x3x5、x36x、6xx7、1xx2

三定组合：153x、x536、15x6、10x6、

63x7、x822、x322、x377、x327、x372、632x

直码：

1536、 1647、 1758、 1869、 1970、

1081、1192、1203、1314、1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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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星彩、排列五小视频

想看哪个点哪个

扫码即刻观看

A+B+D=2/7、B+C+D=1/6 A+B+

C=2/7、A+C+D=9/4 A+B=1/6、C+

D=2/7、A+D=3/8 B+C=0/5、A+C=3/

8、 B + D=0/5 A=276、 B=294、 C=

165、D=162

三 字 现 ：239、270、215、203、291、

784、772、760、758、746、

定 位 2：2xx3、2xx0、2xx7、2xx4、

2xx1、7xx8、7xx5、7xx2、7xx9、7xx6、

定位3：

23x3、22x0、21x7、20x4、29x1、78x8、

77x5、76x2、75x9、74x6、

参 考 码 ：2393、2270、2157、2034、

2911、7848、7725、7602、7589、7466、

海南体彩4+1：74661

七星彩：7466139

移动拨：12590389696
电信拨：1183283559696短信代码：696十万八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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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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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49，配27。

二 定 位 ： 1X2X， 1X7X， 6X2X，

6X7X，X42X，X47X，X92X，X97X。

三 字 现 ： 423， 473， 428， 478，

923，973，928，978。

范围码：千1650，百2749，拾3827，

个1627。

七星彩：1421990，1426445

移动拨：12590389609
电信拨：1183283559609短信代码：609玩转七彩

范围：千位051638，百位053849，拾

位273816，个位491627。

重点包码：160538xx162749。

三 字 现 ： 134， 139， 184， 189，

634，639，684，689。

二 字 定 ： 14XX， 19XX， 64XX，

69XX，1XX1，1XX6，6XX1，6XX6。

七星彩：6421009，1426554。

短信代码：604实现梦想
本期38有码成奖，二数49合

二数合27。

二 字 定 ： 3x2x， 3x7x，

8x2x， 8x7x， 3xx4， 3xx9，

8xx4，8xx9。

三字现：314， 319， 364，

369，814，819，864，869。

七星彩：

3526887，8026332

选号不顺心，他决定只买“39915”这组号码

结果“抱”回30万大奖
6月30日晚，体彩排列5第19174期开

奖号码“39915”，这组号码助力福建彩友

擒获大奖。中奖彩票出自漳州市芗城区悦港

路龙江明珠16幢3号31190站，幸运购彩

者凭借单注3倍投的6元彩票中得30万元超

值奖金。站点的中奖消息一出，引起顾客一

片哗然。

据业主朱女士透露，中奖者蓝先生是她

站点的老顾客，喜欢体彩的各种玩法，尤其

钟爱体彩排列5的游戏。也许正是因为排列

5的选号少且简单，又天天开奖，所以蓝先

生几乎每天都会到31190站买上几注看好的

号码。作为多年购彩者，蓝先生购彩十分理

性，每次投入都不会超过20元。

6月30日晚，蓝先生与往常一样来到

站点，准备投注排列5，可当晚的选号却非

常不顺，他选来选去都对自己选的号码不太

满意，原来一期最少5倍、10倍投的蓝先

生鉴于选号感觉不佳和截止时间步步逼近，

便打算小买一下，因“39915”这组号码念

起来比较顺口，所以只对这注号码进行了3

倍投，花了6元钱。结果当晚开奖后，朱女

士从中奖报表中发现自己的站点喜中30万

元排列5。

朱女士说，这是她站点开业以来中的最

大奖了，30万元奖金在当今经济水平虽然

不算什么，但能让顾客在自己的站点体验到

中奖气息，已是非常幸运，蓝先生之前有好

几次因为错一个号与排列5大奖擦肩而过。

平时蓝先生每一期最少都是5倍起投的，这

期改小买一下结果却中了，这说明了中奖主

要和运气有关，大奖该来的时候自然会来。

（福建体彩）

中奖喜讯
19215期排列五开出87686
在当期竞猜中，《激情岁月》

猜中范围二定8xx8和铁率67。

《彩海蛟龙》 推荐前三数合

16，38尾。

（李丹）

要想获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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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信代码：100彩海蛟龙
任 选 3： 219、 714、 269、

769、764、719

定 位 2： xx79、 x7x9、

7xx9、 2xx9、 x2x9、 xx29、

xx24、x2x4、2xx4、x82x

定 位 3： x829、 x824、

x324、 x329、 x129、 x629、

3x29、8x29，3x24、8x24、

海南4+1：8129+6，36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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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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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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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动拨：12590389601
电信拨：1183283559601短信代码：601财 神 到

铁卒38，配27

三 字 现 ： 302， 307， 352， 357，

802，807，852，857

范围码：千492738，百492705， 拾

160538，个384927

二字定：

30xx， 35xx， 80xx， 85xx， 3x2x，

3x7x，8x2x，8x7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