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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拨：12590389614
电信拨：1183283559614短信代码：614码风海韵

三字现：678、028、432、319、296、029

定 位 ：0XX4、0XX1、0XX8、0XX5、

0XX2、9XX8、9XX5、9XX2、9XX9、9XX6

三定：9X78、9X55、9X32、9X19、X296、

02X4、0X61、X048、092X、X802

参考码：0284、0161、0048、0925、

0802、9678、9555、9432、9319、9296

海南4+1：0284+6

体彩海南 4+1 第19129期分析预测

中国体育彩票
最新开奖

3D：578 5D：57823

“排列3、排列5”19299期开奖结果

超级大乐透第19128期开奖结果

20、21、25、34、35+03、12三字现：304、308、348、408、005、

055、358、058

二 定 位 ： 83XX、 8X0X、 8XX4、

X30X、X3X4、XX04、50XX、XX50

三 定 位 ； 830X、 83X4， 8X04、

X304、505X、50X0、5X50、X050

范围直码：

0358千位、0358百位、05十位、0459

个位

直码：8304、5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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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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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8927，百位

381267，拾位163827,个位490527。

重点包码：274938xx275049

三字现：231、236、281、286、731、

736、781、786

二 字 定 ： 23XX、 28XX、 73XX、

78XX、X31X、X36X、X81X、X86X

七星彩：2317630、2362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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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锁定49有码开出

三字现：435、430、485、480、935、

930、985、980

两定位：5xx4、5xx9、0xx4、0xx9、

3xx4、3xx9、8xx4、8xx9

三定位：3x41、3x91、8x41、8x91、

3x46、3x96、8x46、8x96

四字现：

3159、 3154、 3109、 3104、 8109、

8104、8159、8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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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不做尾，359稳上

一码，铁率56配38。

三字现：350，354，356，351

二定位：3xx0，3xx4，3xx6，

5xx0，5xx4，5xx6，x57x，x59x，

x97x，x95x

三定位：35x0，35x4，35x6，

55x0，55x4，55x6，x590，x594，

x596，x598

直码：3590，3594，3596

海南体彩4+1：3590+6

丈夫揽足彩237万妻子代领
11月4日上午，杨女士（化姓）来到

河北省体彩中心兑取奖金。她是代替自己丈

夫领取第19148期胜负彩14场的1注一等

奖2371058元。

据杨女士介绍，她的丈夫是一位球迷，

自从她年轻的时候认识丈夫，他就非常爱看

球，后来丈夫又喜欢上了购买足彩。在他的

带动下，儿子也成了足球迷，如今儿子上大

学了，爷俩会经常一起看球，一起研究足球

彩票。

选号方面，杨女士说，因为多年关注各种

足球比赛，丈夫对各个球队的情况非常了解，

他根据这些信息进行判断、投注。虽然没中

过太大的奖，但小奖一起不断，这次中的奖金

是最多的一次，达到了237万元。

当期球队赛事结束后，杨女士的丈夫很

快就知道自己中奖了，但因为工作很忙，没有

时间来领奖，便委托妻子代替他前来领奖

了。“他看球、买彩票这么多年，我一直支持，

因为他投入的钱也不多，每次顶多百八十块

的，一方面，他是在做公益，另一方面，买彩比

喝酒打牌强，而且买足彩还能中个奖，一举三

得，何乐而不为呢？我会支持他一直购买下

去的。” （河北体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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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字现：351、349、337、325、313、301、

399、876、375、360、

定 位 2：3XX7、3XX4、3XX1、3XX8、

3XX5、3XX2、3XX9、3XX6、3XX3、3XX0

定 位 3：35X7、34X4、33X1、32X8、

31X5、30X2、39X9、38X6、37X3、36X0

参 考 码:3517、 3494、 3371、 3258、

3135、3012、3999、3876、3753、3630

4+1码：39991

七星彩：3999125

短信代码：690数字武道
三字现：496、484、472、460、

458、941、930、927、915、903

定位2：51XX、50XX、59XX、

58XX、 57XX、 06XX、 05XX、

04XX、03XX、02XX、

定位 3：512X、500X、598X、

586X、574X、067X、055X、043X、

031X、029X、

参 考 码:5121、5008、5985、

5862、5749、0676、0553、0430、

0317、0294、

4+1码:02943

七星彩:029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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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彩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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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90389629
电信拨：1183283559629短信代码：629峰回路转

三字现：341、346、340、348、316、

318

定位二：3××1、3××6、4××1、

4××6、3××0、3××5、4××0、4××5

定位三：3×81、38×6、49×1、4×

96、36×0、3×65、48×0、4×85

前四位：3481、 3806、 4921、 4296、

3650、3165、4830、4085

“4+1”码：3481+2、3806+2、4921+2

七星彩：3481237、3806237、4921237

短信代码：604实现梦想
本期 49 有码成奖，二数合

27。

二 定 ： xx34,xx39,xx84,

xx89,x3x4,x3x9,x8x4,x8x9

三字现：789,784,239,234,

734,739,284，289

七星彩、排列五小视频
想看哪个点哪个

扫码即刻观看

短信代码：605睡 美 人
三定现：290、288、765、264、

259、745、733、210、719、704

定位：2XX1、2XX8、2XX5、

2XX2、 2XX9、 7XX6、 7XX3、

7XX0、7XX7、7XX4

定位 3：29X1、28X8、27X5、

26X2、25X9、74X6、73X3、72X0、

71X7、70X4

直 码 ：2901、2888、2765、

2642、2529、7456、7333、7210、

7197、7074

海南4+1：29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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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卒17、54，头尾数127/349，中间数

316/405

定 位 ： 7x5x、 76xx、 xx59、 xx04、

71xx、2x5x、26xx、21xx、xx04、x1x9

三字现：145、457、157、147、017、

245、265、125、124

三定位：x154、7x54、715x、71x4、

710x、2x54、265x、215x、21x4、210x

直码：

7154、 7654、 7159、 7104、 7109、

2154、2654、2159、2104、2109

海南体彩4+1：2109+8

短信代码：606七彩祥云
范围码:

千位4916，百位3849，十位

0527，个位1649， 主攻16个位

精选二定位:××05/16，49/

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