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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拨：12590389623
电信拨：1183283559623短信代码：623直码追击

三字现：270，276，278，256

二定位：

3xx0，3xx2，3xx6，7xx0，7xx2，7xx，

x07x，x09x，x57x，x59x

三 定 位 ：30x2，30x6，30x8，70x2，

70x6，70x8，x072，x076，x078，x092

直码：7072，7076，7078

海南体彩4+1：7078+9

体彩海南 4+1 第19105期分析预测

中国体育彩票
最新开奖

3D：511 5D：51169

“排列3、排列5”19243期开奖结果

超级大乐透第19104期开奖结果

02、07、19、22、28+03、05

短信代码：619特选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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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x4、371x、376x、

321x、326x

直 码 ：8269、8769、8219、

8264、8214、3269、3714、3769、

3219、3264

海南体彩4+1：82690

三字现：278、265、254、249、230、157

定位：2xx8、2xx5、2xx2、2xx9、2xx6、

7xx3、7xx0、7xx7、7xx4、7xx1、

三定：27x8、26x5、25x2、24x9、23x6、

72x3、71x0、70x7、79x4、78x1、

直 码 ： 2788、 2665、 2542、 2429、

2306、7233、7110、7097、7974、7851、

海南（4+1）：23069

移动拨：12590389616
电信拨：1183283559616短信代码：616南国宝码

七星彩、排列五小视频

想看哪个点哪个

扫码即刻观看
三字现：025、012、009、976、853、073、

067、059、047、035

定位 2：0XX5、0XX2、0XX9、0XX6、

0XX3、 0XX0、 0XX7、 0XX4、 0XX1、

0XX8

定 位 3：02X5、01X2、00X9、09X6、

08X3、07X0、06X7、05X4、04X1、03X8

参 考 码 ：0235、0112、0099、0976、

0853、0730、0617、0594、0471、0358

4+1码：0235+3；七星彩：0235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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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铁,配05。

二定位：43XX，48XX,93XX,98XX,

4XX0,4XX5,9XX0,9XX5

三定位：432,437,482,487,932,937,

982,987

范围码：千 2749，百 3805,拾 2705 个

4950。

七星彩:9375889,4875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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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星彩前四位范围：千位 4905,百位

0538,拾位4927,个位1605。

重点包码：4905xx1605。

三字现：421,426，471，476，921，926，

971,976

二字定：4X2X,4X7X，9X2X,9X7X,

4XX1,4XX6，9XX1，9XX6

七星彩：9521338，4074883。

改买复式票，然后守号几个月

男子揽1028万坐动车兑奖
8月31日晚，体彩大乐透第19101期开

奖，广西防城港购彩者喜中1注1000万元头

奖。9月2日一早，大奖得主刘大哥就在家人

的陪同下现身南宁市体彩中心兑奖。

刘大哥凭借一张投注金额为 36元的

“6+3”大乐透复式票，共中出当期1注一

等奖、2注二等奖及若干注四、五等奖，单

票中奖金额高达1028万元。据悉，为了早

点领到奖金，大奖得主刘大哥一家乘坐了最

早一班的动车赶往南宁。

据了解，刘大哥是体彩的忠实粉丝，买

体彩大乐透已经十几年了，几乎期期不落。

之前喜欢购买单式票，偶尔中出小奖，但最

高中奖金额也仅几百元。今年５月起，刘大

哥发现似乎复式票的中奖几率更大些，他决

定改变一下投注策略，尝试小额的复式投注

法。他根据自己多年的经验，凭感觉选了一

组“6+3”的复式号码，开始守号。“没想

到才守了几个月，大奖就砸到我头上了。”

说到自己的守号策略，刘大哥很是惊喜。

谈及此次中奖，刘大哥说：“开奖后我

在手机上查询开奖号码，得知中奖后第一时

间打电话给女儿女婿，起初他们还不相信，

说我开玩笑！”

“后来我们反反复复核对号码，才确认

中了大奖，不然我们是真的不敢相信。”刘

大哥的女儿在一旁说。

关于奖金，刘大哥表示，会先买一套大

点的房子，改善家里居住环境，其他的慢慢

再规划。 （广西体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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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卒27，配38。范围码：千492738，百

490538，拾164938,个384927。

三字现：203，208，253,258,703，708,

753,758

二 字 定 ：20xx，25xx，70xx，75xx,

2xx3,2xx8,7xx3,7xx8

短信代码：614码风海韵
三字现：942、930、923、916、

902、456

定 位 二 ：94XX、93XX、

92XX、 91XX、 90XX、 49XX、

48XX、47XX、46XX、45XX、

定位三：942X、930X、923X、

916X、904X、497X、485X、478X、

461X、459X、

定位四：9424、9301、9238、

9165、9042、4979、4856、4783、

4610、4597、

海南体彩4+1：45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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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字现：367、378、168、138、469、479

定位二：7××6、7××7、7××8、8××

6、8××7、8××8、9××6、9××7

定位三：71×6、7×07、73×8、8×16、

88×7、8×18、94×6、9×47

前四位：7136、7207、7318、8816、8807、

8318、9406、9047

“4+1”码：7136+0、7207+0、7318+0

七星彩：

7136056、7207056、7318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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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信代码：617福 连 得
三字现：069、099、699、669、

145、147、157、457

二定位：90XX、9X9X、9XX6、

X09X、 X0X6、 XX96、 69XX、

XX69

三定位：909X、90X6，9X96、

X096、696X、69X9、6X69、X969

范围直码：1649千位、0549百

位、1649十位、162749个位

直码：9096、6969

短信代码：604实现梦想
本期49有码成奖，二数27合

二数合05。

二字定：4x3x，4x8x，9x3x，

9x8x,41xx,46xx,91xx,96xx

三 字 现:413,418,463，468，

913,918,963，968

七星彩：4182334，9637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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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