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热线

2020 年 6 月 30 日 星期二

责编/徐伟东

14 南国好彩

每周二、五、日在南国官微、南国码王、
南国论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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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国官微

19989105678

南国码王

南国论坛

男子中 40 多万惊出冷汗
中奖彩票被洗烂险无法兑奖
6 月 23 日，体彩大乐透第 20053 期开
奖后次日，杨先生在上班途中得知该县有人
中了大乐透二等奖追加 1 注，获得奖金 40
余万元的消息后，他查了查当期开奖号码，
与自己购买的“7+2”追加票就差后区的一
个号码不对，确定就是自己中的二等奖。
在身上反复查找半天没找到彩票，想着
可能在自己换下的衣服里，他急忙赶回家，
发现妻子把换下的衣服已经洗了，中奖彩票
已被洗得 “面目全非”。“这可咋整啊？”
想到好不容易中了个大奖，却有可能因为彩
票残缺无法领奖，
杨先生懵了……当仔细核
对看到残缺彩票的彩票序列号和密码区是
完整的，顿时杨先生重新燃起了希望，带着
“残票”
直奔铜仁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说明

缘由后，铜仁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第一时间
与省体彩中心相关部门进行了沟通。
贵州省
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财务科工作人员根据彩
票序列号核定该票为体彩大乐透第 20053
期二等奖追加票，同时，财务工作人员联系
技术科工作人员向总局体彩中心相关处室
发出申请，对该“残票”进行了再次核实，确
定该中奖票可以兑付。
得知可以兑奖后，杨先生一喜，心情顿
时无比畅快起来，6 月 28 日，端午节假期后
的第一个工作日，
杨先生一早就到贵州省体
育彩票管理中心办理了他的兑奖手续。
“谢谢大家，
你们的办事效率真高，
中国
体育彩票靠谱！”
兑奖后杨先生开心地说到。
据了解，总局体彩中心 2017 年下发的

海南体彩 4+1
数字武道

本期 0184 落二码为主攻，稳坐 0，二数合 1、
2，三数合 9、3。
头奖结构：
一单三双，二大二小
千位：0、8、5；百位：1、6、6；十位：3、8、2；个
位：
4、7、9
三字现：
056、043、032、027、018、501、598
定 位 2：05xx、04xx、03xx、02xx、01xx、
50xx、59xx、58xx、57xx、56xx、
定 位 3：056x、044x、032x、020x、018x、
501x、599x、587x、575x、563x、
参 考 码:0566、0443、0320、0207、0184、
5011、5998、5875、5752、5639、
4+1 码:01846
七星彩:0184629

被洗烂的彩票

中国体育彩票

第 20057 期分析

彩市主播

短信代码：
690

《终端打印体育彩票异常票管理暂行办法》
之十三条规定，已售出的异常票（票面信息
包含投注对象）、人为造成玷污和损坏的彩
票（能正确识别的票面面积须大于正常票面
的二分之一）可申请兑奖。
十四条规定，若票
面打印信息中包含可识别二维码或完整的
序列号和密码，
销售机构按体育彩票兑奖管
理相关规定办理兑奖。
“杨先生这次是有惊无险，票面残缺面
积再大点，序列号和密码再无法辨识，就遗
憾了。
所以，
再次提醒广大购彩者，在购买彩
票后一定要妥善保管好，
切勿因个人疏忽造
成无法领奖的情况出现。”贵州省体育彩票
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如是说到。
（贵州体彩）

短信代码：
611

本期锁定 38 有码开出
三字现 ：534、539、584、589、034、
039、084、089
两定位：13xx、18xx、1x3x、1x8x、
1xx3、1xx8、93xx、9x8x

码风海韵

移动拨：
12590389611
电信拨：
1183283559611

三定位：845x、895x、345x、395x、
145x、195x、340x、390x
直 码 ：8574、8579、3574、3579、
8074、8079

短信代码：
614

本期稳坐 57，单头双尾，头大尾大，
一双三单，二大二小，
中肚合 1578。
三字现：
579、
059、
159、
259、
359、
459
定位：9XX0、9XX1、9XX2、9XX3、
9XX4、9XX5、9XX6、9XX7、9XX8

最新开奖

移动拨：
12590389614
电信拨：
1183283559614

三 定 ：95X0、95X1、95X2、95X3、
95X4、95X5、95X6、957X、95X8
参 考 码 ：9570、9571、9572、9573、
9574、9575、9576、9577、9578、9579
海南体彩（4+1）9573+2

体彩大乐透第 20056 期开奖结果
号码：03、11、25、29、34+03、06
“排列 3、排列 5”20131 期开奖结果

3D：358 5D：35844

神采飞扬

主攻两数合 38。16 配 27 同上。
主攻两数合 05。49 配 16 同上。
范围两定:
27/16xx、16/27xx、27xx49
27x38x、16xx49

特选版局

B=1（6）

A=0（5）

十万八万

短信代码：
696

铁率：15 防 60，8、3 值；A+B+D=8/3、
B+D+C=7/2；A+B+C=1/6、A+C+D=3/
8；A+C=1/6、B+D=7/2；A=168、B=305、
C=627、D=027
三字现：
015、115、125、135、145、155
定 位 2：1X0X、1X1X、1X7X、1X3X、

小李飞刀

移动拨：
12590389696
电信拨：
1183283559696

1X4X、1X5X、1X6X、XX70、1X8X、1X9X
定 位 3：150X、151X、15X2、153X、
154X、155X、156X、157X、158X、159X
参考码：
1502、1512、1572、1532、1542
1552、1562、1570、1582、1592
4+1 码：
1572+4 七星彩：
1572483

短信代码：
600

铁卒 49，配 50
三字现：401,406,451,456
901,906,951,956
二 定 位 ： 4XX0、 9XX0、 4XX5、

C=8（3）

移动拨：
12590389600
电信拨：
1183283559600

9XX5、41XX、46XX、91XX、96XX
范围码：千位 4916，百位 1627
拾位 4938，个位 5027
七星彩：4165337,9610882

D=4（9）

短信代码：
626

短信代码：619

铁卒 76.21，头尾数 279/156，中间数 649/
273。
定位：
2x8x、2x6x、2x4x、2x2x、2x0x、
7x3x、7x1x、7x9x、7x7x、7x5x
三字现：
287、216、204、298、280
732、761、759、743、735
三定位：
22x7、21x4、20x1、29x8、28x5、
77x2、76x9、75x6、74x3、73x0
直码：
2287、2164、2041、2928、2805
7732、7619、7596、7473、7350
海南 4+1：
2041+3

广告

海南省执业兽医资格考试
领 导 小 组 通 告（第 17 号）
2020 年全国执业兽医资格考试定于 9
月 20 日举行，6 月 29 日至 7 月 12 日网上报
名 ，详 情 请 登 陆 海 南 省 农 业 农 村 厅 官 网
（http://agri.hainan.gov.cn/）。
咨询电话：
0898-653337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