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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140期分析推荐海南体彩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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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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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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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近期规律特点，推出铁率 42：

防58，2、5值

A+B+D=6/1、B+D+C=0/5

A+B+C=7/2、A+C+D=6/1

A+B=9/4、C+D=5/0、A+D=1/6

B+C=3/8、A+C=2/7、B+D=2/7

A=469、B=054、C=348、D=247

三字现：

046、026、246、345、259

587、558、467、246、245

定 位 2： 60XX、 X04X、 6X4X、

X54X、 X53X、 X56X、 9XX7、

6XX7、XX47、XX87

定 位 3： 604X、 60X2、 6X42、

453X、 95X2、 65X7、 658X、 6X47、

6X42、45X2

参考码：

6042、6432、6545、4587、4087

6087、4583、6084、4547、9542

4+1码：6042+2 七星彩：6042230

本期1不当5不做尾，048稳上一码，

铁率83配49。

三字现:481，483，487，409

二 定 位:4XX0， 4XX4， 4XX8，

8XX0， 8XX4， 8XX8， X01X， X07X，

X41X，X47X

三 定 位:40X2， 40X4， 40X8，

84X0， 84X4， 84X8， X414， X418，

X074，X078。

直码：8412，8414，8418

海南体彩4+1：8414+3

本期稳坐64，双头双尾，头大尾小，三双

一单，三大一小，中肚合0358，头尾合047。

三字现：658、646、634、625、610、139

定 位 ：1X3X、1X1X、1X9X、1X7X、

1X5X、6X8X、6X6X、6X4X、6X2X、6X0X、

三 定 ：1X39、1X16、1X93、1X70、

1X57、6X84、6X61、6X48、6X25、6X02

参考码：1039、1916、1893、1770、1657、

6584、6461、6348、6225、6102、

海南4+1；63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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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体育彩票
最新开奖

3D：373 5D：37361

“排列3、排列5”19324期开奖结果

体彩大乐透第19139期开奖结果

号码：01、05、07、08、11+06、10

短讯平台对应分析师代码表 分析师预测信息查询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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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户只要用手机拨打以上号码+分析师代码，系统就
会自动向您的手机发送短信，轻松获得对应大师最新的预
测信息，助您中奖一臂之力。

例如：用户想查询《财神到》的最新预测信息，可用手机拨打：

12590389+601（移动）
1183283559+601（电信）

查询费
1元/次注：以上讲码师预测信息若未见报，彩民朋友仍可通过对应短信代码正常

查询各位讲码师最新预测信息。短信平台实时更新，开奖日中午12点后更有
各位讲码的最新分析结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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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090
尾 王 69393
十万八万十万八万 696696
彩海蛟龙彩海蛟龙 100100
彩票传奇彩票传奇 102102
悦海知音悦海知音 103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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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视鉴宝专家来海口
在鼎臻古玩城鉴宝

2019年 12月 7日—8日，位

于海口市龙华区海运路12号的鼎

臻古玩城将迎来多位央视鉴宝专

家，他们专程来海口为藏家鉴宝。

经专家鉴定的藏品，可免费推荐到

北京拍卖行拍卖。

这些专家包括中国国家博物馆

研究员、中国古陶瓷学会副会长李

知宴，央视《鉴宝》栏目特约鉴定

杂项专家、国家博物馆研究员马秀

银，多次参加央视《一锤定音》栏

目的玉器专家王维。

12月7日—8日，鼎臻古玩城

将为广大古玩藏友现场举办咨询鉴

定活动，同时举办玉石文化节。本

次鉴宝活动由北京红门文物鉴定有

限公司主办，市民可拨打电话提前

预约，邀约专家上门鉴定服务。

鉴宝热线13366799733。

（广告）

七星彩、排列五小视频
想看哪个点哪个

扫码即刻观看

后两合16.前两合05.38配27

三字现:280、281、012、018

370、371、017、031

二定组合:

xx64、xx01、xx10、28xx

82xx、37xx、73xx、2xx0

7xx0、2xx5、7xx5、xx00

三定组合：

281x、731x、371x、821x

28x0、2x10、x810、x800

2x64、x864、7x64、73x0

直码：2810、2864、7310

7364、2800、7300

今年是中国体育彩票全国统一发行25

周年，体彩打造了主题为“你未必光芒万丈，

但始终温暖有光”的品牌系列活动。体彩携爱

出发、向光而行，途经天津、武汉、广州等地，

一路集聚青春光芒、传递公益温暖，吸引无数

公众参与其中。

巡礼，六大城市书写善举画卷
10月29日，中国体育彩票“国风之光，

燃动善举”年度收官发布会在敦煌召开，发布

会上，体彩正式发布了“遇见敦煌”主题即开

票，以顶呱刮为载体，传播国风文化。

为推广新公益思潮，让更多的人能够近

距离、深入地了解中国体育彩票，从11月2

日至12月1日，体彩先后在天津、南京、杭

州、福州、深圳五大城市打造线下主题店。从

敦煌穿越而来的国风迅速蔓延，焕发出新的

活力，受到广泛关注。

创新，用“玩法”走近年轻人

为了吸引更多年轻人贡献公益力量，中

国体育彩票从年轻人喜欢的社交方式和审美

习惯出发，在理念上创新，从“玩法”上突

破。

“国风之光 燃动善举”活动设计推出国

风主题即开票，在传播国风文化的同时展现

顶呱刮即开票的文化内涵；与支付宝合作打

造的AR互动游戏，将“黑科技”与“新公益”

结合……从线上互动到线下体验，让更多年

轻人乐于参与公益事业。

公益，是体彩品牌永恒的主题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截至

目前，中国体育彩票已累计筹集公益金超过

5000亿元，广泛用于社会公益事业和体育事

业。而这些公益金的背后，是千千万万购彩者

的爱心奉献。

一张张体育彩票不仅是一次次有趣的游

戏体验，更是一种大众践行公益的方式，体育

彩票让随手微公益成为可能。 （海 体）

用光点亮公益之路
体彩品牌活动圆满收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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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前四位以01配456，两数合2、7，三

数合4、9，对数考虑05或16，提防双重数00、

11或22，注意0123取两数以上。铁卒02。

三字现：024、045、056、124、145、156

定位二：×04×、×05×、×06×、×

14×、×15×、×16×、×24×、×25×

定位三：204×、205×、206×、014×

015×、016×、724×、725×

前四位：2045、2057、2063、0146

0157、0165、7246、7253

“4+1”码：2045+3、2057+3、2063+3

七星彩：2045375、2057375、20633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