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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

设计施工

●专业建筑设计 13803890443

●土建装饰预算审计有资质

装修钢构设计13937102710
●工程预决算 13015533300
●低价效果图施工图56736305
●家装设计施工 18625521576

●效果图施工图预算55615204
另：承包办公酒店别墅家装

★宏超展柜厂
专业烤漆柜台：13253618678

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
●汽车租赁 ●汽车销售 ●求购二手车 ●转让车辆 ●汽修驾校

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设计装修
●广告材料 ●设计施工 ●装修装饰 ●照明亮化 ●建 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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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租赁

●朋友租车郑东新区66831616

●朋友新车不限里程67641616
●49元起●包月半价69131616
●首航租车66664788新车特价

●婚庆商务租车价优66653339
●轿车托运清障救援65780758

求购二手车

●急购新旧汽车 15237155577

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
●出租招租 ●写字间楼 ●房产中介 ●出租仓库厂院 ●求购求租 ●房地产

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

出租招租

●文化路双铺路口科技市场对

面门面房一万平方米可分租

联系电话：15290878858
●出租东风南路土地（水泥地

带办公室）10亩 15617729897
●港区冷库出租 13503862018
●中原区十亩校园，出租、合

作、办厂均可 13837176826
●黄河桥北平原新区40亩工业

标准厂房出租或联合开发

陈女士 18603845797
●高校窗口出租 13027518356
●经三路丰产路东位佳两层

商铺 500平出租 18103869326

●陇海路兴华街前后楼现房

3万㎡可注册分割18537836899
●英协郑汴东建材3500平一楼

门面整体招租 18638682911
●文化路2400㎡租13525519130
●经开区第八大街成熟物

流场院 13838162995
●荥阳市中心黄金地段6600㎡
商场整体出租 15838169002
●工人路300㎡铺13838177323
●许昌餐厅招商 18695909526
●临街房地出租 13333852588
●西大街门面房 13903718809
●食堂窗口招租 13298423013
●东风路一楼门面13733812368
●助剂厂经营中国地11亩因业

主年龄大招租 18538227092

●高校一楼窗口 15637198000200㎡场地招租
黄河滩客流大适合做特

色餐饮 13838321593
旺铺招租

金水路未来路交叉口 2万㎡
商业 ,2600㎡商务 .
13613852286(侯先生 )
紫荆山商铺

黄金位临街 2000㎡整体招租

63814656、13526431659

房地产

●中州大道临街房出售，

价格面议 15937192397
●办房产疑杂症 13837196666
●出售科技市场附近234㎡商

业用房一套，电话 63556616

●城东南路时代骏庭临街门面

房 273㎡和一层带花园住宅

108㎡出国急售 18135677465
豫港大厦出租
高档高质写字间优价出租水、

物业、空调全免66213000

写字间楼

●金成国际3号楼精装带空调

180㎡低租 13598029535
整栋自持招租
郑东核心商务区

5A甲级写字楼 86676666

出租仓库厂院

●港区60亩厂仓13693718566
●高新区新厂房 13283805187

●寻求项目合作：我公司现有

工业、物流土地 30-200亩位

于郑州中牟、经开区、港区

13938267879
●低价出租厂房 13598839078
●出租钢构厂房 15036166888
●中原西路乔楼3万㎡厂仓招租

15538233131 15824826195
●经开区南三环与四港联动大

道南 200亩空地 15713660700
●高新区西四环厂房带办公

5000㎡有证 15890697377
●●厂房库房出租15713870691
●马寨1千㎡厂房15617588501
●仓库700㎡出租国基路与中

州大道东 300米 13803711981
●南郊厂房仓库出租证件全食

品厂更佳可承包 13783699885
●须水车间800㎡13703710596
●东明路仓库租 13633851320
●国基路 1000㎡13253567700

●大型仓库招租环境优美时间

长交通便利 13513809991。
●郑密路厂仓 15890186812
●荥阳30亩院带2000㎡办公楼

出租或合作 15837127153单
20亩厂院整租
郑平路贾寨有仓库3000平米，

办公楼 2000平米，门面 8间，

职工餐厅 13838523265
重型厂房出租
距北环 20公里黄河北

10/20吨天车 13603715983

房地产中介

●郑州海洋不动产 66666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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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4176期

单注金额
1000元
320元
160元

奖等
单选
组选三
组选六

本期河南 3D及附加玩法销售额为
1599838元，中奖总金额为719358元。

中奖注数
416注

0注
1717注

中奖号码：685
“排列3”、“排列5”第14176期开奖公告

玩法 中奖号码 全国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

排列3
直选
组选3
组选6

3122注
0注

7005注

1000元
320元
160元
10万元排列5 45注

034

03464
排列3投注总额14658072元；排列

5投注总额8965142元。

每注金额
14549元

50元
5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4176期中奖号码
03 09 14 16 18

奖等
头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好运二
好运三
好运四

“中原风采”22选5开奖公告

河南销售总额为503604元，中奖
总金额为239914元。

中奖注数
6注

545注
7874注
244注
294注
24注

福彩3D第177~179期预测
三期计划：0、1 至少出一个。并且

看好十位或个位出 0 或 1。分解式：
0189—234567，前者四码至少包含一码，
后者六码包含三个奖号的可能性不大。

直 选 垃 圾 复 式 ：34567/35789/
05789，全小组合、全质组合慎用。

重点考虑：百位0、1、4、6、8、9；十位
0、1、4、6、8、9；个位0、1、2、3、4、6。

跨度推荐 3、4、5、6、7、8，和值推荐
07、08、09、10、11、12、13、14、15、16、17。

不定位组选试荐：028、029、038、
039、048、049、058、059、068、069、078、
079、128、129、138、139、148、149、158、
159、168、169、178、067、137、057。

双色球第076期预测
红球试荐：03、04、08、09、11、14、17、

18、19、23、24、29。蓝球试荐：03、05、07、
09、10。 徐新格

专家荐号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全国开奖公告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5641067元
113799元

3000元
200元
10元
5元

中奖结果

中奖号码

河南
中奖注数奖级 每注金额

本期全国投注总额 341705034 元，其中河南省投注额为
12531036元。奖池累计金额 133787352元。

红色球

06
蓝色球

22 29 11 27 09 03

第2014075期

0注
6注

53注
2825注

55411注
363028注

全国
中奖注数

24注
169注

2058注
87963注

1514295注
10319558注

2014年5月，上市7周年的体彩超级大乐透进行了升级
改版，改版最大的目的是为了能在保持奖金成色不变的基础
上，进一步增加一等奖所占的比例，这样就能长期保持一个
较高的奖池，通过巨额奖池资金的刺激来吸引彩民的广泛关
注，并提高彩民购买的热情。在改版派奖结束后，大乐透依
然保持了较高的期销量和高奖池，经过两个月的积累，目前
奖池已经突破7.6亿元大关，高奖池时代正式来临。这时候，
每期都有彩民能收获比以前更加丰厚的一等奖奖金，甚至2
元中取1000万元，3元中取1500万元，也不再是一句宣传
口号。

那么，面对高奖池，怎样提高中奖率呢？掌握正确的投注
方式是关键。

相比较单式投注，复式投注因其投注量大，金额多，故而
中奖可能性更大，但是彩民要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投注，不能
盲目地进行，例如，后区多
选一个号，投注6+3、7+
3、8+3等复式，投注额36
元~336元，既兼顾了中奖
率，又不会影响你的生
活。 周凯

超级大乐透高奖池时代来临
复式投注助力揽获大奖

行业活动

随着四分之一决赛即将到来，如火如荼的世界杯渐入高
潮，只有冠军捧起大力神杯的那一刻，才是最最激动人心的时
候。本报与腾讯·大豫网彩票频道将共同举办“冠军竞彩赢大
奖”活动，邀你参与并分享冠军诞生的荣耀。

活动规则是：1.登录大豫网彩票频道或者扫二维码，完成
注册及实名认证。2.使用网站赠送的投注金对世界杯冠亚军
决赛进行投注。3.7月13日晚，在大豫网彩票频道举办的“巅

峰之夜”活动现场——郑州航海路与第八大街交叉口福田财
富广场3号楼2712号竞彩VIP看球点凭注册号免费领取彩
票。4.决赛结束后，中奖者可在任一竞彩投注站点兑奖。5.对
从1/4决赛第一场开始，至半决赛开始前参与竞彩中奖者，奖
励500元；从半决赛开始，至决赛开始前参与竞彩中奖者，奖
励300元。6.活动时间从即日起开始，至决赛开始前截止。

小李

用赠送投注资金 赢冠军竞彩大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