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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推荐

福彩3D
第128~130期预测

三期计划：6、8 至少出一
个，并且看好百位或十位出 6
或 8。分解式：1268—034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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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34579/034579/034579，全 小
组合、全质组合慎用。

重点考虑：百位 124678，
十位046789，个位023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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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8、
029、058、078、119、137、146、
156、177、239、245、247、249、
259、278、346、367、446、468、
566、567、677、679、689、778。

双色球第056期预测

红球试荐：02、04、05、09、
11、17、18、23、24、29、31、32。
蓝球试荐：03、05、09、11、14。

徐新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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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50060元
187504元

3000元
200元

10元
5元

中奖结果

中奖号码

奖级 每注金额

本期全国投注总额：308523870 元，奖池累计金额：
208855998 元。

红色球
02

蓝色球
01 10 15 18 19 28

第2015055期

全国
中奖注数

6注
102注

1531注
69172注

1236656注
8776187注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512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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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2862元。

中奖注数
602注

0注
871注

中奖号码：097

每注金额
81603元

50元
5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5127期中奖号码
06 10 13 1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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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426元，中奖
总金额为195910元。

中奖注数
1注

294注
6014注
325注
270注
14注

“排列3”、“排列5”第151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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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0注
0注

6319注

1040元
346元
173元
10万元排列5 16注

081

08181
排列3投注总额13941900元；排列

5投注总额850698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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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祛痣、雀斑、黄褐斑、老年斑

冰点 脱毛
唇毛络腮胡发际线腋下四肢
特惠唇毛200元
13837192829

郑州市紫荆山路城南路雨桐美业

免费供料联办分厂
新型玩具，手工制作，开发智力，其
乐无穷，本品上市以来畅销不衰。
我方免费供应原料和设备，承担运
费，每个加工费2.5元，每人日获利
近百元，现金结算，统一包装。签合
同交合作费780元，完成5000产品
退回。组织十人加工可得6000元
管理费，货源长期稳定，合作1～3年。
电话：13608657606 0379-64873096
洛阳站坐6路车到市委党校下车（2号楼5层玩具厂）

大河报广告中心服务点：
1.黄河路与姚寨路交叉口东南角天一大厦1层132-5 65833911 65835001
2.郑州市城东路顺河路口南20米路东 66369622 66302345
3.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65796171 65796172
4.中原路与大学路交会处向北50米路东（大学路40号） 67947825 67425030
5.郑州市黄河路与政七街交叉口向东100米路南水利厅一楼商铺 65970450 65970445
6.郑州市西大街121号（西大街与北顺城街交叉口向东200米路北） 66203083 66203087

高速公路户外广告设施
安装工程第二次公告

根据业务需要，我公司拟安装
部分高速公路户外广告设施。参与
资格要求、报价文件的递交等具体
信息，可于5月 15-21日（上午 9：
00-12：00，下午15：00-18：00）在
发布人地址现场咨询。本公告5月
15日在中国采购与招标网同期发布。
发布人：河南高速公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服务区管理分公司
地址：郑州市中原路93号710室
联系人：尹先生
电话：0371—86073071

2015年5月15日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郑州市管城区清塑塑胶经销处：

申请人王水妮与你单位发生的劳动争议一案，本委定于
2015年7月16日上午9时开庭，开庭地点为郑州市管城街47号
院内党校一楼西。因无法直接及邮寄送达增加仲裁请求申请
书、开庭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根据《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
则》第二十三条、第三十八条之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增加仲裁请
求申请书，管劳人仲案字（2014）第088号开庭通知书，管劳人
仲案字（2014）第088号举证通知书，自发布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请按时到达指定的开庭场所，拒不按时到达
开庭场所的，将按缺席仲裁裁决。

特此公告
2015年5月15日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郑州商儒汇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申请人赵汉祥与你单位发生的劳动争议一案，本委定于
2015年7月15日上午9时开庭，开庭地点为郑州市管城街47
号院内党校一楼西。因无法直接及邮寄送达应诉通知书、开庭
通知书、仲裁庭组成情况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申请书副本，根
据《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二十三条、第三十八条之规
定现向你公告送达管劳人仲案字（2015）第018号应诉通知书，
管劳人仲案字（2015）第 018号开庭通知书，管劳人仲案字
（2015）第018号仲裁庭组成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申请书副本，
自发布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请按时到达指定的
开庭场所，拒不按时到达开庭场所的，将按缺席仲裁裁决。

特此公告
2015年5月15日

日照-濮阳-洛阳原油管道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中国石化管道储运有限公司拟在山东、河南省境内建设日照-濮阳-洛阳原油管道工程，管

道全长782km，管道起点为日照岚山，终点为洛阳石化末站，管径为φ914，近期设计输量为
1800×104t/a。项目在河南境内途经濮阳市、安阳市、新乡市、焦作市和洛阳市等五个地市，管
道长度为334km。根据国家及地方公众参与的相关法规要求，现向公众开展第二次公示，具体
的公示内容及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简本请查阅http://www.tsinghua-eia.com，公示时间为
10个工作日。

中国石化管道储运有限公司

王先生回忆道：“开奖
当晚，我正在看电影，彩票站
业主突然打电话询问我的彩
票后区号码是什么，我说好
像是‘03、09’之后他就挂
了电话，没过多久又打来，很
激动地告诉我中了头奖 ！”

“当时我就惊住了，从来没想
过自己中这么大的奖，真的
中了之后那是相当激动，整

晚一直睡不着，最后还是靠
喝了一瓶白酒才睡着！”王先
生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幸福来得有点突然，王
先生表示还没想好怎么跟别
人说。至于奖金如何规划使
用，他决定再买一套房，其他
的投入到自己公司的生意
上。

杨惠明

单式揽获大乐透1189万元

幸福来临后他靠白酒入睡
5月13日晚，大乐

透第15054期开出号
码02、09、15、24、34，
03、09。全国劲爆 7
注头奖，我省洛阳彩民
喜中1注，他除了689
万元正常奖金外，还收
获派奖奖金 500 万
元。昨天，中奖彩民王
先生领取了叫人“羡慕
嫉妒恨”的奖金。

王先生是在洛阳
市西工区道北路烧沟
村第05254号投注中
奖的，其中奖彩票为一
张5注单式票，共中得
一等奖、三等奖、四等
奖各1注，五等奖2注
和派奖一等奖1注，总
奖金达1189万元。

执着大乐透 自己分析选号

买完彩票之后随意丢在
了家里，再次买彩票时发现
居然中了500多万，刘先生
的中奖故事备受关注。4月
19日，双色球第2015044期
开奖，“井喷”出44注单注奖
金为 515 万元的超值一等
奖，福建中得其中1注，中奖
彩票是一张“9+1”的红球复
式票，除了中得1注超值一
等奖外，还中得6.32万元固
定奖，共获奖金521万元。

过了近10天，大奖得主
刘先生领奖。当工作人员问

他为何推迟了这么多天才来
领奖时，刘先生一脸淡定地
回答，自己从来就没想过会
中大奖，每次都是抱着献爱
心做好事的心态买彩票，所
以4月19日那天买完后就把
彩票丢在家里没去想。

直到4月26日再去买彩
票时才把那天买的彩票拿去
兑奖，兑完后才知自己就是
站点外横幅上写的那位大奖
得主。

每个中奖者都有自己的
故事，像刘先生这样心态好

的彩民还是占大多数的。据
刘先生介绍，他这样买彩票
已好几年了，从来没有去研
究号码，一直都是随心情，凭
感觉，抱着好心态买彩票的。

刘先生最后表示，这次
虽然中了大奖，但是自己的
生活和购彩票的心态都不会
变，一切照旧。刘先生告诉
工作人员，就是因为自己心
态好，所以被幸运之神眷顾
了，同时也希望自己可以再
次幸运。

小李

交谈中得知，王先生是
大乐透的忠实粉丝，每次购
买都会投入几千元且只买这
一种玩法。他的投注号码大
都通过开奖号码走势图分析
而来，平时没事的时候喜欢

看看杀号之类的网站，然后
选出自己喜欢的、感觉好的
号码。没有什么特别诀窍，
此前只中过一次2000元的
奖。他笑言：“真没什么经
验，这次纯属自己运气好！”

得知中奖后 靠一瓶白酒入睡

王先生的中奖彩票

买完彩票随便扔家里
他再买彩票时才知中了双色球521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