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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河南销售总额为568164元，
中奖总金额为62551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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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风采”２２选５开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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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河南 3D 及附加玩法销售额为
1907868元，中奖总金额为28577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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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３D”河南开奖公告2014131期

中奖号码：870

本期全国销售额“排列3”、“排列5”分别为15677974元
和8948624元。

“排列3”、“排列5”第14131期开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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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七乐彩”开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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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14057期

本期全省销售总额为244100元，全省中奖总金
额为54882元。

联网销售超级大乐透开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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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057期
中奖号码：08 10 20 27 33 01 09

本期投注总额为158049101元,
513584094.77元奖金滚入下期一等奖奖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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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政服务

●疏通66677733治漏防水改管

●疏通管道88882273清化粪池

●疏通钻孔清化粪池65183393
●●精保洁63789230亮洁家政

●培训后保姆月嫂 65930584
●清洗刷漆防水 66300068
●60332996三和家政65920177
●满意月嫂育婴保姆63882177
66662288 我爱我家
钟点工保洁卡打蜡地毯沙发

大豫家政 66662299
鸿基梦 66666601

全国连锁金牌家政优惠酬宾

钟点工，空房沙发地板地毯

亿湛 55007473
信息窗口

●社保养老咨询 13673992227
●低价处理名牌老酒库存，

联系人：15038093009
●求购或合作办5000头以上养

猪场，老猪场、新建猪场均可。

有场地资金郑州 13903715905

招 商

●正规移动 POS机资金安全

1000 元，招代理 18603715350
●智能型手机充电宝招商出厂

价批发13837199919

●世运快递招商 15638817058
●不投资就赚钱 13838269102
●批发生活源佳辉节能灯LED
球灯吸顶灯18838236861
●招手工组装18325476569
●广通速递招商 15890199721
●您开车我掏钱共享教育资源

诚招市县招生代理 56782937
●全峰快递加盟 13103710109
●银联移动POS机优惠办理，

招地市代理18538165188
●英语培训加盟 18339600777
●品牌婚介加盟 13253338548
●眼镜店加盟13598048752
●亳州老窖，让你等酒了，

全国招商 18963722989
银联 pos招商

0371-66950000 15537372727

转 让

●新郑产业聚集区特色方便食

品整体项目转让 18100333121

●一楼250㎡转让15188395552
●出国急转郑州高端时尚KTV
手续齐客户稳13393727731
●新型墙材公司隧道窑转让

价面议13939678185
●丹尼斯家居转 18638510333
●林权转让 18039978999
●转郑成熟家政 15537100067
●营业中美容院 13783611928
●转福彩投注站 13298123581
●位优汽车展厅 13903811389
●转超市及门面 18538922277
●有证汽车维修中心60991996
●转黄河路旺铺 13323838939

家电维修

●空调移修66677733保养充氟

●修冰箱空调热水器55695541
●专车移修收空调 63833889
●50元专移修收空调53778919
●厂家车移修收空调88888707
●收购新旧空调 13103821263
●★精修空调 56775988

电脑维修

●24小时服务热线 56736001
●汇科维修20元上门63556955
●电脑维修65516551保修一月

软件网站

●建站满意再付费 53315698
●微信公众号开发 67889860
●15036053609做中高端网站

●十年建站、推广15515555565
●定制营销型网站 56683330

让饭店酒吧

●●位佳饭店转让15713870697
●秦岭路 2000㎡酒店转让出

租或承包 18937191678
●转海关对面2700平，凯旋门

2300平精装营业中15138951522
●转建业路川菜馆13298139505

●位佳550㎡饭店15738314180
●饭店低价转让 15517112799
●1100㎡承包转让18638513810
●淮河路饭店转 13653852777

转让商铺门面

●文化路450㎡转15803827757

寻人启事

●寻，高炜，男，

面相20岁1米62
左眼下一黑痣，

内向，3月29在
洛阳联盟路走

失，枣红短绒上衣，蓝牛仔裤

系俩钥匙，蓝运动鞋，识三成

汉字对锄禾日当午可接龙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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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粮液出厂价下调百余元
零售价格由1109元/瓶降至729元/瓶，降幅超三成

日前，五粮液明确其价格体系调整：核心产品——52度
水晶瓶装五粮液（以下简称普五）出厂价为609元/瓶、团购价
为659元/瓶、零售指导价为729元/瓶，而此前其出厂价为
729元/瓶、零售指导价1109元/瓶，零售价降幅超过30%。
五粮液方面称，“此次调价是遵循市场规律的举措。”

一位五粮液成都经销商表示，普五一批价在600元/瓶左
右。但对于调价，该经销商表示赞同。他透露，此前商超的
指导价在899元/瓶左右，实际上目前其市场零售价在700
元/瓶左右，而按照609元/瓶的新价格，至少“做团购不亏，因
为团购价在620～650元/瓶之间”。

其实五粮液此次降价早有先兆。在今年全国春季糖酒
会上，五粮液在针对经销商的营销会议上，宣布取消返利政
策，这是倒逼终端提价的节奏。

在5月9日的年度股东大会上，五粮液公布了政府对五
粮液减压后的业绩调整思路：集团到2015年实现收入1000
亿的目标调整到2017年实现，在这千亿目标中，集团和股份

公司各承担400亿和600亿的担子，但现在调整为各500亿。
五粮液副总经理朱忠玉表示，“此次调整，是经过市场调

研后做出的顺应市场变化的举措，年内在市场不出现大的变
化情况下，会坚定不移地执行。”

“五粮液是行业内的标杆企业，此番降价，对竞争对手来
说是很大的震动”，香颂资本执行董事沈萌表示，在尽可能不
亏损的情况下降价，反过来能促进企业的经营效率。

“五粮液降价会导致连锁反应”，白酒专家肖竹青表示，
这将会直接挤压国窖1573、剑南春、洋河高端梦之蓝以及西
凤酒高端国典凤香的市场份额。高端酒当前面临很大的压
力，未来价格下行的压力还很大，预测未来五粮液普五价格
会降到500元/瓶。如今各大酒厂已经将抢夺市场份额当作
第一要务，输掉市场份额可能就会退出白酒主流舞台。

“不过茅台跟风降价的压力不大”，肖竹青认为，茅台市
场供给量一年只有5000万瓶，且其最近一年多来市场价格其
实早已“腰斩”。 综合南都、京华时报等

本报讯 中部地区最大的纺织业采购会
——中国国际缝制设备暨面辅料纱线展5月
18日在郑州闭幕。来自近10个国家的700
多家知名纺织机械、辅料企业新技术打包来
豫，为河南乃至周边省市纺织业生产再提速。

“展会上的商品会比市面便宜10%左右，
我是特意从安阳赶来采购的。”展会一开始，
纺织企业主周先生就直奔自己需要的商品展
台，向参展企业了解商品情况。他告诉记者，
该展会已持续举办了五届，囊括了生产环节
的几乎所有必需品，介绍了很多新技术，自己
几乎年年都参加。

记者在本届展会上看到，一些价格高达
上百万的大型服装数字化设备，首次采用了
融资租赁销售模式。来自上海的参展商介
绍，由于大型先进机器的价格偏高，一般中心
型纺织企业难以承受。然而融资租赁机器，
只用支付10%的首付，就可让企业用上先进
设备，助企业提高生产效率。

河南省服装行业协会执行会长李刚介
绍，去年全球范围的经济低迷，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了我省服装产业的发展速度。先进服装
设备、面料的引入、推广，将有效帮助我省企
业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助力服装产业
发展。

中部最大
纺织业采购会
郑州闭幕
□记者 赵黎昀

新华社北京5月19日电 中国证监会19日召开会议，研
究贯彻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
见》。证监会主席肖钢对相关工作做出明确部署。

“要做好当前的新股发行工作，稳定市场预期，从6月到
年底，计划发行上市新股100家左右，并按月大体均衡发行上
市。”肖钢在会议上表示。

证监会：6月到年底
计划发新股100家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