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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彩海南 4+1 第20014期分析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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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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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动拨：12590389628
电信拨：1183283559628短信代码：628激情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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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信代码：606七彩祥云

中国体育彩票
最新开奖

3D：937 5D：93786

“排列3、排列5”20031期开奖结果

超级大乐透第20013期开奖结果

01、04、05、11、35+0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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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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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直码追击
本期2不当1不做尾，048稳上一

码，铁率79配05。

三字现:073，075，079，098

二 定 位:3XX0，3XX4，3XX8，

5XX0，5XX4，5XX8，9XX0，9XX4

三 定 位:58X0，58X4，58X9，

98X0，98X4，98X6，X870，X874

直码：9870，9874，9876

海南体彩4+1：98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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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界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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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福建龙岩市的彩民，凭借一张36元

的“6+3”复式票，中得1注大乐透一等奖和2

注二等奖，揽获奖金1065万元。大奖得主赶

紧订了第二天最早去福州的车，火速领奖，兑

奖时说曾经在2019年4月机选中了“4+2”，

一号之差错失头奖，当时把大腿都拍青了！

小庄说自己是从2013年开始投注体彩

大乐透的，当时他也是因为身边的朋友在投

注，他感觉很新颖就跟着去投注了，后来基本

上每一期都会投注，到现在他投注体彩大乐

透已有7年时间了。

小庄平时都是一期机选加守号单式票投

注，花费百来元，之前他一直觉得买复式票很

贵。可就在四个月前，他偶然发现体彩大乐透

6+3复式票才36块钱，他觉得买复式票更划

算，于是直至中奖的近四个月，他就守这张自

选的6+3复式票再额外机选几张单式票。

提到这次中千万大奖，小庄笑着说，没有

对比就没有伤害。原来，平时他多是中5元、

10元小奖，可就在2019的4月份，他机选喜

中了4+2的四等奖3000元奖金，其实3000

元对他而言并有什么，关键是中4+2，这意味

着什么？意味着他与体彩大乐透千万大奖的

距离仅是前区一个号。虽然当时他很惋惜，但

依然很激动，狂拍自己的大腿，当下就都把自

己的大腿拍青了。虽然他的做法有点夸张，但

却让他看见希望。

昨晚九点多，经常与小庄一起购彩的朋

友正好经过70152投注站，得知该站点喜中

大乐透1000万的消息，就赶紧问小庄最近有

没有在那里买过彩票，赶紧查查自己的彩票

是不是中奖了？他一听，就赶紧从钱包中拿出

彩票进行核对。结果他一下子就懵了，因为7

个开奖号码全部出现在他的那张6+3复式

票中。前后对了好几遍都无误，小庄脑袋越来

越懵，他感觉进入梦境一样。但潜意识里他肯

定自己中奖了，就赶紧回了家，回家后，他还

在不停地对奖号，生怕是自己太想中奖而对

错号码。反反复复核对后，小庄跟好朋友分享

这一重磅喜讯，加之朋友们的一顿调侃，当晚

他睡意全无，只好订了最早一班来福州的动

车，准备第一时间现身兑奖。

兑奖时小庄说，懵了一晚上了，实在睡不

着，就赶紧订了早上6点48分第一趟来福州

的动车，就想看看，这一切到底是不是真的。

没想到，兑奖时他更懵，因为当晚核对彩票

后，他心里只想着自己中了1000万一等奖，

当兑奖时他看到中奖明细多了65万多元的

零头时，这才知道6+3复式票还能兼中2注

二等奖，小庄喜不自禁。

（福建体彩）

小伙揽体彩1065万火速兑

三 字 现 ： 145、 140、 195、 190、

645、640、695、690

两 定 位 ： 6x2x、 6x7x、 6x5x、

6x0x、8x2x、8x0x、8x5x、8x7x

三 定 位 ： 635x、 685x、 630x、

680x、365x、865x、310x、810x

四字现：8154、8104、8159、8109、

8154、8104、3154、3159

铁率：80防 35。A+B+D=1/6、B+D+

C=9/4；A+B=8/3、C+D=9/4、A+D=1/6；

B+C=6/1；A=378、B=305、C=619、D=038

三字现：351、349、337、325、313、

806、894、882、870、868、

定位 2：35XX、34XX、33XX、32XX、

31XX、80XX、89XX、8827、87XX、86XX、

定 位 3：351X、349X、337X、325X、

313X、806X、894X、882X、870X、868X、

参 考 码 ：3518、3495、3372、3259、

3136、8063、8940、8827、8704、8681、

4+1码：8063+1 七星彩：8063415

铁卒 73.26，头尾数 427/316，中间数

083/279

定 位 ：73XX、78XX、23XX、28XX、

7X2X、XX26、XX21、XX76、XX71、X3X6

三字现：236、237、367、267、268、123、127

三定位：73X6、73X1、78X6、78X1、

732X、X326、X321、X826、X821、X371

直码：7326、7826、7821、7321、2376、

2876、2871、2371、7376、

海南4+1：7326+0

范围头，160527

三 字 现 ： 120、 170、 125、 175、

026、067、256、567、108、568

两 定 位 、 71xx、 76xx、 21xx、

26xx、1x0x、1x5x、6x0x、6x5x

x10x、x15x、x65×, x60x

三字定：

710x、715x、760x、765x

210x、265x、260x. 270×

直码、7103、7108、7603, 2603,

千位2716，百位2749

十位1627，个位1627

主攻16十位

精选二定位:，38x05x，x16x16

短信代码：624码开富贵
三字现：738、538、038、733、788、

533、588、033、088、233

二 定 组 合:7xx0、7xx5、xx30、

xx35、 xx85、 xx80、 x3x5、 x38x、

x83x、x88x、x33x、x8x5

三定位：73x5、78x5、x385、x835、

x380、x830、x885、x330、738x、783x

直 码 ：7380、7385、7330、7335、

7880、7885、2380、2385、2330、2880

短信代码：690数字武道
本期头奖以3795落下三码为主

攻，稳坐4，二数合3、6，三数合8、6，

值数为8、9值。头奖结构：二数相差

1，二数非差0，一单三双，一大三小

千位：9、7、3；百位：3、4、5；十

位：4、6、5；个位：6、7、8

三字现：973、457、458、597、

127、463、946、945、070、452、

定位 2：X45X、X46X、X57X、

05xX、X79X、16XX、X68X、2XX1

定 位 3：945X、946X、X465、

X975、975X、057X、279X、549X、

954X、056x

参 考 码:0568、9456、9455、

9457、 9458、 0576、 9451,9465、

9459、9467

4+1码:05683

七星彩:0568314

短信代码：614码风海韵
本期头奖分析，1562至少上

二数，稳坐15，单头单尾，

头大尾小，二双二单，二大二

小，中肚合1368，头尾合036。

三 字 现 ： 568、 556、 544、

532、520、136

定 位 ： 0X3X、 0X1X、

0X9X、 0X7X、 0X5X、 5X8X、

5X6X、5X4X、5X2X、5X0X、

三 定 ： 0X36、 0X13、

0X90、 0X77、 0X54、 5X81、

5X68、5X45、5X22、5X09、

参 考 码 ： 0136、 0013、

0990、 0877、 0754、 5681、

5568、5445、5322、5209、

海南4+1：520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