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物流·搬家
◆双吉搬家 专业服务好 13637562576
◆鸿发搬家长短途货运 66779269
◆老赵专业搬家13876085613

装 修
◆装修满意再付款 18876699286

高空作业
◆吊篮出租 高空作业66666157
◆外墙翻新涂料裂缝补漏 13698961005

订做沙发
◆订做各种沙发、换皮、布 13976731918

◆鑫木钢构专业设计制作安装13698985812

钢 结 构

防水补漏
◆华宝利防水公司13876346162
◆坚立信永久治漏 13519891718
◆厨卫阳台免砸砖治漏13807600891
◆快速解决漏水难题13876086386
◆防水补漏水电安装13907570896
◆楼面裂缝防水补漏13198904443
◆绿岛人纳米材料补漏18789677196

活 动 房

出售求购
◆全省收购二手货车、皮卡车
中介有酬金 18689519018

◆回收租售新旧活动房 13807518958
◆厨房首先 火星一号
国度建材城二期一楼 18907589695

集 成 灶

甲醛检测
◆甲醛、石材放射性检测66517180

总 代 理
◆坚美铝材批发零售材料，接工程13698978196

家教·培训
◆跟乐飞老师学演讲 13807592439

防 盗 网
◆防盗网、纱窗、玻璃窗、护栏36635393

卷 闸 门
◆批发维修电动卷闸门 13518830078

防水材料
◆华宝HB-I有机硅防水剂66775662

管道疏通
◆高压疏管道 清化粪池13078938791
◆管道、污水池化粪池清淤 13518074688

以下信息仅供参考，不作为合同依据，如有纠纷可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本报恕不负责。

海 南 最 实 惠 的 实 用 信 息

本栏信息本栏信息1515元元//行行 每行每行1212字字，，最多两行最多两行 欢迎个人刊登求职、家教等广告
广告热线：66709358

◆出国游 各国签证办理15103642802

旅游·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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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体彩 4+1 第 17056 期
开奖号码为1814+0，头奖断369
牌，0257被挤出圈外，中奖难度
较高。至此，1、6已连续9期有
数参奖，还联合49占据个位，态
度十分强硬。近几期本版部分
栏目表现惊艳，不负众望。

《铁胆英雄》近来状态不错，
梅开三度！17056 期百位数主
攻得分，12 组头尾范围缩中
1××4，同时逼迫二字定×81×

签下“城下之盟”；17055期缴获
1 组 三 字 现 145，1 组 准 直 码
2514；17054期拿下 1组三字现
369，以优异的战绩名列前茅。
《双喜临门》招牌立得好，好事总
成双！17056 期与《铁胆英雄》
并肩作战，擒获 1 组二字定×
81×；17054期测中 1组三字现
369，彩旗飘飘。《玉中金》不甘
落后，连下两城！17056期截获
1组三字现418，17055期斩下2

组三字现 124、145，战鼓喧天。
《奇星异彩》早已功成名就，却依
然活跃在第一线！这两期主攻
头尾合都对，17055 期猜中 2组
三字现 145、125，17054 期诱捕
1 组二字定××39，1 组三字现
239，老骥奋蹄志在千里。

此外，成绩突出者还为数不
少。如：《新五指山》17055期抓
获 1组三字现541；《五彩缤纷》
17055 期收获 1 组三字现 125；

《高高手》17054期引爆2组二字
定××39、×6×9，1 组三字现
369；《神机妙算》17054期揽获3
组三字现 236、269、239；《举世
无双》17054 期迷倒 3组三字现
239、369、269；《世 纪 奖 王》
17054 期抢下 1 组三字现 369；
《金色年华》17054期射中1组三
字现 236；《鸿运当头》17054 期
撞到1组三字现369。

木子

本版分析纯属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本报提
醒彩民：彩市有风险，投注需谨慎。

“铁胆”彩旗飘“奇星”功名扬
体彩4+1上期开出1814+0，“铁胆英雄”梅开三度

两数组合 57 在前四位数
中有 62 期未出；两数组合 05
在前四位数中 有 56 期未出 。
双重数00在前四位数中有45期

未开。
前四位数大×单×连续 20期

未开出，大×小×连续 23 期未开
出。

□概率分析

第一位号码7已连续44期未开出

第一位号码4已连续16期未开出

第一位号码5已连续15期未开出

第二位号码7已连续34期未开出

第二位号码2已连续13期未开出

第三位号码9已连续31期未开出

第三位号码7已连续20期未开出

第三位号码2已连续17期未开出

备注：三个数字一般会在间隔 23

期左右开出，建议彩民适当时候

关注第三位2 7 9

第四位号码2已连续59期未开出

第四位号码8已连续23期未开出

第四位号码5已连续13期未开出

千位与百位合3连续41期未开出

千位与百位合4连续13期未开出

千位与百位合5连续12期未开出

千位与十位合0连续25期未开出

千位与十位合9连续19期未开出

千位与十位合1连续15期未开出

千位与个位合0连续14期未开出

千位与个位合7连续13期未开出

百位与十位合5连续27期未开出

百位与十位合0连续16期未开出

百位与个位合6连续20期未开出

百位与个位合8连续16期未开出

十位与个位合8连续28期未开出

十位与个位合1连续19期未开出

百位少用2
举世无双

本期首奖以12456为入围
基数，主攻12，56配数上奖。主
攻双头2、6，防单头1、3。头奖
二数合6或7,三数合4或5。

两数组合：×12× ××25
×5×4 ×54× 65×× ××64

×52×
三数组合：125 225 123

246 456 256 025 124 248 255
前四位参考码：1125 1325

1525 2524 2546 2564 6502
6520 6522 8412

36有数 稳坐3
五彩缤纷

本期两数合3、7，注意以千
位跟个位来合。头奖主攻36上
奖，25为配数。

两数定位：2×6× ××35
×× 64 ×× 42 × 3 × 5
6××0 ×30× ×83×

三数组合：234 236 346
036 023 348 247 235 466 368

前四码组合：2364 2836
2935 6302 6304 6325 6364
6320 7324 8342

参考码：2836544

4难当头 7难当尾
金鑫必杀

七星彩第一位重点杀号：4、
8。信心指数：★★★★★。七
星彩第一位次杀号码：9。信心
指数：★★★★☆。

七星彩第二位重点杀号：0、
2。信心指数：★★★★★。

七星彩第三位重点杀号：7、
9。信心指数：★★★★★。

七星彩第四位数重点杀号：
7、0。信心指数：★★★★★。七
星彩第四位数次杀号码：2。信
心指数：★★★★☆。

16有数参奖
七星大师

定位 16 组稳中奖: 百位
1638，十位1638

包重点范围: 千位2716，百
位1638，十位1638,个位1627.

三字现：736 876 236 286
271 761 781 731

定 位 ：×11× ×16×
×13××18××61××66×
×63××68××31××36×
×33××38××81××86×
×83× ×88× ×111 ×166
×132 ×187 ×617 ×662

少用4头
奇星异彩

根据七星彩走势规律分析判断，本期少用
4头7尾。主攻头尾合05，防合38。落数稳坐
38、49，三边组合用38、49配05。

定位：3××0 5××8 6××8 6××4
×× 23 ×× 28 ×× 24 ×× 39 ×× 18
33×× 52×× 25×× ×77× 7×7×
3×70 5×78 6×28 6×06 ×623 ×128
×924 ×239 ×318 331× 522× 259×
×774 737×

三字现：034 039 084 089 534 539 584
589 360 397 239 067

前四位参考码：3970 5378 6328 6404
7623 7128 6924 6239 2318 3317 5225
2598 6774 7376

范围码：千位023567,百位162739,十位
012379,个053824

参考码：6404238 6774249

本期头尾数1245，考虑02有数上奖，中
肚数1789，1难当头。

两面针

千位少用0 2
平台杀码

特区杀码平台（www.tqcp.net）是海南首
家彩民娱乐开放式平台,汇集海量彩民的杀
码信息，选手“审码王”杀千位 732 期,命中率
82%，本期主杀 59 千位.为了让更多彩民分
享，特统计本期信息，汇总分析如下：

千位精杀 02
百位精杀 05
十位精杀 49
个位精杀 13
推荐 149、352 每组有数参奖

2 3 7 8有数当头
通过分析，七星彩第一位数主攻0256，杀06

头，第四位主攻3456。

七星铁头功

十位少用0
金色年华

本期主攻03二数，26为配
数上奖。

两数组合：09×× ×9×5
×1×6 2××6 ×36× 23××
××15 ××30

三数组合：039 359 059
123 126 236 234 356 034

前四位组合：0930 0935
0937 1435 1834 2136 2361
2304 6324 6315

稳坐7 主攻6
铁胆英雄

头围：156，尾围：246
二数合2、5，三数合1、6。
三数组合：167 678 178

258 578 467 046 678 246 267
两数组合：×86× ××67

××02 ×70× ××26 ×18×
×48× 7××6

前四位预测码：1867 1967
2726 5782 6702 6704 6722
7186 7426 74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