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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招租

●陇海路兴华北街现房1万
平可分割注册13525515567
●中州大道与国基路交叉口办

公精装整层出租13676994629
●西四环8千㎡招租4S店
厂房酒店仓库18738195081
●花园路100#地铁口三楼530
㎡商务办公13343718619
●花园路纬五路西一层

临街商铺 700㎡13703841004

●禹州市禹王大道繁华地段

12 层 1.7 万㎡综合酒店招商

（银行、知名品牌酒店、餐饮、

足疗等与酒店相配套行业）

招商电话：13526834307
●二七商圈1000㎡商务办公

场地整体招租13838123067
●食堂窗口招租18638602201
●陇海东路325号一层商铺

1000㎡可做服装、银行、超

市等，招租电话13938231790
冯先生

●中牟厂房出租13213190932

●高新区瑞达路旺铺240㎡
出租 13937109659
●中牟五通一平土地招租120
亩交通便利13703799978
●黄河南路整楼 2.6万㎡可分

租（办公商业）15036156363
●大石桥南阳路桥头写字间、

仓库出租价格优惠63937019
5A写字间租

金水路黄金地段、价优、精装

修15838249916
旺铺招租

黄河路经四路交叉口现房商

铺，建筑面积200到600平方

之间，有水电、中央空调、门

口车位。适合银行、金铺等

公司入驻（餐饮勿扰）。

电话：15290856399

房地产

●商铺超低价急售18638289978
●整院2640㎡售18137181911
●转全产权厂房18538709728
●蓝堡湾小公馆18037166693
●东区多层洋房18037166693
海南养生房

依山而建，临水而居，森林

氧吧，长寿福地。海南省重

点项目，70年大产权。城中

央首席200亩原生态宜居花

园洋房。精装现房，即买即

住，首付3万，购房送往返

机票。办事处：郑州金水路

297号,热线：13027721530

土地转让
郑州南龙湖现有一块商住用

地，地理位置优越，手续齐全，

诚招合作伙伴。13526506801

求购求租

●培训学校求租1-2千平米办

公教学场地15713716719

出租仓库厂院

●厂房库房出租15713870691
●南四环107仓库15937121006
●高新区厂仓院13598899953
●平原新区大型标准化厂房招

租25000㎡电话13203733966

●龙湖厂仓20000㎡15838021635
●西三环化工路一二层共25
00㎡厂仓有货梯13783493699
●九龙工业园区厂房3600
平米工业用地13526783338
上街厂房出售
工业用地28亩、车间11000
平方整体出售17703825160
上街场地招租

● 15639796166/60103052

写字间楼

●中州大道旁精装独栋写字

楼1600㎡可分租15838348227
分类信息栏目

分别在A14、15、21版

本期河南销售总额为506318元，
中奖总金额为220208元。

每注金额
50366元

50元
5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5068期
中奖号码

03 04 11 15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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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奖注数
2注

434注
7201注

215注
293注

8注

福彩“七乐彩”开奖公告

中奖结果

中奖号码

1713722元
48963元
2101元
200元
50元
10元
5元

一等奖（7＋0）
二等奖（6＋1）
三等奖（6＋0）
四等奖（5＋1）
五等奖（5＋0）
六等奖（4＋1）
七等奖（4＋0）

奖等
每注
金额

全省
中奖注数

0注
0注
6注

28注
236注
466注

2957注

09 19 22 14 12 20 04 03

第2015029期

本期全省销售额为236874元，全省中奖总金额
为49451元。

单注金额
1040元

346元
1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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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3306元。

中奖注数
373注
596注

0注

福彩“３D”河南开奖公告2015068期

中奖号码：757

本期全国销售额“排列3”、“排列5”分别为15514682元
和10467914元。

“排列3”、“排列5”第150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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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10注
7945注

0注

1040元
346元
173元

10万元排列5 27注

559

55971

联网销售超级大乐透开奖公告

奖 级
一等奖

一等奖（追加）
二等奖

二等奖（追加）
三等奖

三等奖（追加）
四等奖

四等奖（追加）
五等奖

五等奖（追加）
六等奖

全国中奖注数
0注
0注

74注
22注

683注
163注

27137注
8686注

537234注
162825注

4667981注

单注金额
0元
0元

84674元
50804元
3677元
2206元
200元
100元
10元
5元
5元

第 15029期
中奖号码：07 10 19 30 35 03 05

本期投注总额为 156821118 元,1156201713.55
元奖金滚入下期一等奖奖池。

沪指收涨2.26% 创67个月新高
60多只豫股普涨 仅有1家微跌
□记者 王楠

本报讯 改革牛、资金牛等多重利
好齐发力，昨日沪深两市指数齐创新
高。截至收盘，两市上涨股票达2700
多只，其中110多只票封涨停。河南板
块中，60多只豫股插满红旗，仅有一家
微跌不足一个点以绿色报收。

昨天，不少股民说这是中国股市值
得纪念的一天，因为沪指创出67个月
以来的高点，创业板更是谱写了新篇
章，创历史高点。

昨日早盘开盘不足一小时，沪指就
突破了早前3406点的压制，创下67个
月的新高。而创业板也不甘寂寞，跳空
高开后，更是一路高歌猛进，再次刷新
历史高点。

截至收盘，沪指报3449.30点，涨
2.26%，深成指报12017.77点，涨2.60%，
创业板指报2142.67点，涨3.56%，中小

板指报7193.21点，涨3.77%。
值得注意的是，在大势全面走好的

情况下，豫股更是给力。60多只豫股
中，仅有1家微跌0.74%收绿。

对于昨日的行情，资深市场研究人
士、新华社瞭望智库特约研究员肖玉航
表示，这与央行行长周小川和证监会主
席肖钢近日的表态或有直接关系。

日前，央行行长周小川表示，资金
入股市也是支持实体经济，而证监会主
席肖钢近日也对本轮行情给出解释，他
表示本轮股市上涨有必然合理性。

然而，也有不少人士担心，普涨过
后，股市恐出现分化。对此肖玉航表
示，并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他认为，目
前虽有活跃的资金量，但同时也预示着
资金的分流，市场短期仍需要消化前期
累积的涨幅。

任性 近千万大奖成弃奖
福彩双色球产生我省有史以来最大弃奖

□记者 赵黎昀

本报讯 有人天天买彩票巴望一夜
致富，也有人中了大奖却迟迟不领。截
至 17 日凌晨零时，福彩双色球第
2015006期一等大奖在开奖后60天内
一直无人认领，946万元奖金终成弃奖。

“这注彩票是2015年1月13日，河
南省郑州市中牟县一位彩民在当地白
沙镇玻璃广告市场的福彩第41510900
号投注站，用一张投注形式为10元单
式投注中得的。”

河南省福彩相关负责人介绍称，当
日双色球2015006期开奖，这位中牟
彩民中得这注一等奖，单注奖金高达

946万元，但一直无人前来领奖。
根据《彩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

三章第四十三条规定：彩票中奖者应当
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兑奖。经
省福彩中心数据中心确认，该注彩票的
兑奖有效期截至3月17日零时。如今
该注彩票成为弃奖后，也成为我省有史
以来奖金金额最高的弃奖。

省福彩中心负责人表示，根据《彩
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相关规定，本次
中牟彩民的946万元弃奖奖金将纳入
彩票公益金，用于扶老、助残、救孤、济
困等社会公益事业。

为了防范抢票软件，12306官网经
常更换验证码，但无非就是或复杂或简
单的字母加数字而已。而3月16日消
息，铁路官方购票网站12306又出新招，
在登录界面推出了全新的验证方式，用
户在填写好登录名和密码之后，还要准
确地选取图片验证码才能登录成功。据
悉，12306验证码改版后，目前所有抢票
工具都已经无法登录。

12306新版验证码需要用户根据文
字提示，识别并点击图片中的内容,包括
保险箱、猫、狗、翅膀、茶叶、热水瓶、二维
码等。例如提示“请点击下图中所有的

花瓶”，那么用户就要从下方的8个小图
片中，点击所有包含“花瓶”的图片。

业内人士指出，验证码改版后，所有抢
票工具已经无法使用12306账号登录，这
个改版是16日刚刚开始的，所以各抢票软
件还没有更新。新的验证码机制破解起来
有些难度，如果找不到好的破解办法，那意
味着抢票工具将无法再服务大众。

业内人士称，总的来说，12306这次
启用的图片验证码简单有效，正常用户
可以轻松识别，抢票软件则被拒之门
外。而记者试着用了几款抢票软件，确
实已无法登录。L 综合北京媒体消息

12306官网推出图片验证码
抢票软件或将失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