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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字现:923、928、924、743、478、243、

248、349、849

二定:x92x、x42x、x97x、x47x、xx24、

xx74、34xx、39xx、84xx、89xx、8xx4、

3xx4

三定：x924、x424、x974、x979、892x、

392x、897x、397x、3x29、3x24、x925、

x920、x923

直码:3486、8486、3986、8986、3481、

8481、3981

体彩海南 4+1 第19111期分析预测

中国体育彩票
最新开奖

3D：871 5D：87114

“排列3、排列5”19257期开奖结果

超级大乐透第19110期开奖结果

01、19、23、24、30+04、05

三 字 现 ：034 039 534 539 584

589 084 089

两 定 位 ：2xx3 2xx8 7xx3 7xx8

1xx3 1xx8 0xx3 0xx8

三 定 位 ：2x53 2x58 2x03 2x08

0x23 0x28 0x73 0x78

四 字 现 ：2453 2458 2953 2958

0423 0428 0923 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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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星彩、排列五小视频

想看哪个点哪个

扫码即刻观看
定位：9x7x、xx20、xx25、90xx、95xx、

4xx5、xx75、xx70、40xx、45xx

三字现：575、905、957、902、952、575、

405、457、402、452

三 定 位 ：9x75、907x、957x、902x、

952x、4x75、407x、457x、402x、452x

直码：

9575、9075、9570、9025、9520、4575、

4075、4570、4025、4520

海南4+1：95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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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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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卒49，配05,

二定位：4X0X,4X5X,9X0X,9X5X,

XX01,XX06,XX51,XX56

三字现：401,019,154,159,654,604,

609,659

范围码：千4950，百3827，拾0538，

个1605。

七星彩：4306568，935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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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3872,百位

135680,拾位135680,个位650813。

重点包码：502738xx165038

三字现：301,351,801,851,356,306,

806,856

二字定：03XX,08XX,58XX,53XX,

0X3X,0X8X,5X3X,5X8X

七星彩：0336271,5831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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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卒38，配05。范围码：千381649，

百491650，拾053872，个164938。

三字现：230,235,280,285,730,735,

780,785

二 字 定 ： 34xx,39xx,84xx,89xx,

3xx3,3xx8,8xx3,8xx8

短信代码：614码风海韵
三字现：773、761、759、741、

735、

定 位 ：2x8x、2x6x、2x4x、

2x2x、2x0x、7x3x、7x1x、7x9x、

7x7x、7x5x

三 定 ：2x85、2x62、2x49、

2x26、2x03、7x30、7x17、7x94、

7x71、7x58

参考码：2285、2162、2049、

2926、2803、7730、7617、7594、

7471、7358

海南4+1：73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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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字现：178、278、378、189、289、389

定位二：7××1、7××2、7××3、8××

1、8××2、8××3、9××1、9××2

定位三：78×1、78×2、78×3、89×1、

89×2、89×3、97×1、97×2

前四位：7831、7921、8941、8942、8943、

9731、9732、6843

“4+1”码：7831+6、7921+6、8941+6

七星彩：

7831671、7921671、8941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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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直码追击
本期2不当头9不做尾，256

稳上一码，铁率57配16。

三字现:560，564，561，562

二定位：1xx0，1xx2，1xx6，

5xx0，5xx2，5xx6，x07x，x01x，

x67x，x61x

三定位:16x0，16x2，16x6，

56x0，56x2，56x6，x072，x076，

x672，x676

直码：5670，5672，5676

海南体彩4+1：5672+8
中奖喜讯
19257期排列五开出87114
在当期竞猜中，《激情岁月》

猜中复式二定 x71x、范围二定

8xx1和范围大奖8711，3连中。

《峰回路转》 猜中范围二定

x7x1。

（李丹）

用手机购彩擒大乐透44万
打算带家人外出旅游

9月 19日上午，山东彩民王先生 （化

姓）来到日照市体彩中心兑奖大厅，领走了

“手机在线”中得的体彩大乐透奖金449539

元。

王先生介绍，他是体彩的忠实彩民，买体

育彩票已经快十年了。“我平时经常去昭阳路

日建集团沿街的那个投注站购买彩票，但是

有时候有事去不了，就没办法投注了。后来

销售员拿着一个二维码推荐我扫描下载‘手

机在线’，说注册好之后可以直接在手机上购

买。”王先生说，他刚注册的时候心里还在寻

思有这么方便的事儿吗，后来用了几次后发

现用“手机在线”购彩确实方便，想什么时候

买就什么时候买，自从注册之后没事就经常

拿出来买上几注，现在简直离不开它了，这次

的大奖就是下班回家后闲来无事玩“手机在

线”中的。

从王先生的“手机在线”购彩页面和中

奖页面上可以看到，王先生采用的是机选投

注的方式，当时机选了10注，第一注就命

中了超级大乐透第19109期二等奖1注，奖

金达449539元。

办完兑奖手续后，王先生表示“十一”

假期快到了，要拿出一部分奖金带家人出去

转转，同时还要继续购彩体育彩票，支持体

彩公益事业。 （山东体彩） 手机购彩中奖页面

短信代码：604实现梦想
二 定 ： x6x8,x1x8,xx68,

xx18,6xx8,1xx8,x65x,x56x

三字现：158,108,658,608,

153,103,158,108

短信代码：621小宝版局
二 定 位 ： 13xx、 18xx、

63xx、 68xx、 xx65、 xx60、

xx15、xx10

三 定 位 ： 13x0、 63x5、

63x0、 18x5、 68x5、 13x5、

68x0、18x0

四 码 ： 1360、 6315、

6360、 1865、 6815、 1365、

6810、1815

体彩4+1：681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