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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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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陇海路兴华北街现房 5000
平可分割注册 13525515567
●高校窗口招租 15736751993

●高校窗口招租 18737174558
●三全路小区地下车位、电梯

内广告位出租 65328990
●花园北路省汽贸350m2汽车展

厅招租15937113302王女士

●纬五空房出租 13910689166

中青大厦招租
整层半层精装 18203621726

写字间楼

●写字楼公房租 13938283306

房地产

●办房产疑杂症 13837152577

●让内部团现房 13243431223
●整院 2640m2售 18137181911
●经开区东方今典独栋别墅，

业主出国急售 13803816249

出租仓库厂院

●平原新区标准厂房4万平方

自由分割或整体招租：

蔡先生 13653822289

●龙湖厂仓20000m215838021635
●机场旁独院 6000 平米

水电齐全 13073781788
●出租厂房仓库 13598839078
●北四环水产大世界附近 650
m2库房或办公用 13837188109
●国有仓库招租南曹库电话：

15093167057 白 沙 库，九 龙

镇库电话：13673377326
●中牟厂房出租 13213190932

●北四环厂仓租 13673661085
●郑西 8亩厂院 13007618466
●金岱园区标准化仓库车间

写字楼50-3500m215343839977
●江山路 2 万 m213903718234

求购求租

●求购商住用地 13937166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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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租赁 ●汽车销售 ●求购二手车 ●转让车辆 ●汽修驾校

转让车辆 ●出售一批二手红岩渣土车和

奔驰牵引车 18638797500姜

汽车租赁

●首航租车66664788新车特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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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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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施工

●专业建筑设计 15238618651
●李丽预算标书 15837190386

分类信息栏目

分别在A12、13、16版
使用本栏目信息请供需双方认真核实有关证明材料，签订有效法律合同。
本版广告凡未标注区号者均为郑州地区电话 。广告投诉电话：65796185敬告：

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
●招商●医药招商●家政服务●让商铺门面●家电维修●电脑维修●寻物 ●寻人
●公告●商务礼仪●信息窗口●让饭店酒吧●承建网站●航空售票●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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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窗口
●厂存棉袜6角清13676905591

家政服务
●疏通管道88882273清化粪池

●满意月嫂育婴保姆63882177
●培训后保姆月嫂 65930584
●我爱我家家政保洁66662288

让饭店酒吧

●饭店低转 5万 65392688

转 让

●万象城附近物业（酒店、餐

饮）整体转让 13700888738
●转让商住用地15515679333

招 商
●李记冷串小吃加盟

独特秘方 13783622111
●广通快递招商 15514539133
●大型快递公司有部分区域

对外承包 18037378260
●全峰快递加盟 18100325618
●全峰快递加盟 13783595572
●广东迅达电梯低价入市,招总

代、项目合作15617699399
●本公司大型优质房地产项

目（190万）平方，诚寻有

实力的开发商、建筑商及有

一定实力的单位和个人合作。

电话：18300691076

●医院招合作科室13323856681
旺铺招商

郑州、商丘、新乡、许昌火

车站内、外有商铺出租，许昌

火车站内外广告位整体招商

联系人：王先生 13526570988

电脑维修

●汇科维修20元上门63556955

软件网站

●电商专家咨询 18939210288

●定制营销型网站 5668330
●300全套建网站13598809660
● 398起建网站 15981824310

寻人启事

●李小表,男,49岁
济源市五龙口镇人

身高1.71米左右,2
015年6月23日下
午3点10分在郑州
火车站走失，穿迷彩服，深褐

色裤子，迷彩鞋有智力障碍，

有知情者请联系 1597877971
7,18939148670定重谢。

家电维修
●空调移修66677733保养充氟

●50元专移修收空调53778919
●格力美的补氟清洗56692925
●厂家专移修收空调66669222
大河报广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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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河南销售总额为423932元，
中奖总金额为189029元。

每注金额
38478元

50元
5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5173期
中奖号码

07 09 12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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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4注
6258注
344注
200注
17注

福彩“七乐彩”开奖公告

中奖结果

中奖号码

1314657元
23476元

12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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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注
22注

369注
493注

3400注

08 09 28 21 18 01 16 26

第2015074期

本期全省销售额为208856元，全省中奖总金额
为586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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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6570元。

中奖注数
514注

0注
825注

福彩“３D”河南开奖公告2015173期

中奖号码：498

本期全国销售额“排列3”、“排列5”分别为13174348元
和8260536元。

“排列3”、“排列5”第151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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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07注
0注

15486注

1040元
346元
173元

10万元排列5 18注

537
53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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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注
10注

556注
156注

16403注
5620注

302844注
108178注

3247013注

单注金额
——
——

309662元
185797元

5932元
3559元
200元
100元
10元
5元
5元

第 15074期
中奖号码：01 12 21 27 33 04 09

本期投注总额为 160608454 元,1369791223.71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派奖单注金额
0元
0元

8051212元
1857970元
3298192元
555204元

3280600元
562000元

3028440元
540890元

16235065元

昨日，读者王先生为记者提供了一份
他与广发银行签订的房贷合同，其中约定
基准利率的调整方式为：“央行调整基准利
率后，本合同项下借款的基准利率自下一
还款日起予以调整。”而他于昨日收到的手
机短信也显示：“由于央行利率调整，您的
住房按揭年利率自2015年7月20日起调
整，调整后首个还款日为8月20日，还款金
额为2062.97元。您的最近一次还款日为
7月20日，还款金额为2110.53元。”

进一步查询得知，王先生今年1-3
月份月供为2208元(小数点后四舍五入，
下同)，4-5月份调整为2159元，6-8月
份调整为2111元，8月之后调整为2063
元。由此计算出，王先生在前两次的降
息过程中，分别减少还款98元和96元；6
月28日的利率执行调整后，如果年内利
率不再调整，王先生在接下来的5个月里
还将减少还款支出240元。

相比2016年元旦才执行最新利率
的“房奴”，王先生在今年以来的三次降
息中，共减少了月供支出434元。

核心提示 | 对于房奴来说，“央妈”连发3次降息红包后，有的“奴”次月就能减负，而有的“奴”要为这个减负红包等上一年。昨日，大河报记者调查
11家银行和郑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现，在央行利率调整后，4家银行表示会根据约定及时调整房奴的月供；而多家银行和郑州住房公积金管
理中心则要等到明年才会调整。以借款40万元、分30年还款的房贷为例，相比及时调整月供的房奴，未及时调整的房奴今年要多付银行434元。

本以为央行降息会让房奴有所
减压，但在现实中要想尽快获益，
不是件容易的事。

根据央行此次发布的金融机
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调整表，
五年以上贷款基准利率为5.4%，
较此前的利率5.65%下降0.25个
百分点；对住房公积金客户来说，
央行将5年期以上个人住房公积

金贷款基准利率由此前的3.75%
降至3.5%，下降0.25个百分点。

自去年11月以来，央行接连多
次降息。“降3次了，我的房贷一分
没少，什么‘霸王条款’非要等到次
年元旦。万一12月份又涨息呢？”
读者艾先生抱怨说，今年每次降息
后，同事的房贷月供都要降低一百
元左右，而他的月供却从未调整。

带着艾先生的疑问，记者对
11家开展住房贷款业务的银行和
郑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进行了
房贷利率执行时间调查。其中中
信、光大、农行、交行、浦发、工行等
银行表示，等到明年1月1日起，再
按照最新的基准利率计算房贷；招
行工作人员称，会从次年的放款日
起，执行最新的基准利率。此外，
郑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公开
信息也显示，该市职工使用住房公
积金贷款购房的利率，在遇到国家
调整利率时，已放款的当年不调整

利率，于次年1月1日起执行最新
利率。由此可见，多数房奴要想从
今年以来的几次降息中获益，至少
要等到2016年元旦，其间不论有
多少次利率调整。

不过也有银行比较“亲民”，表
示可能在央行降息后的次月，执行
重新计算后的房贷，但需要提前在
合同中约定。昨日，中行、民生、华
夏和广发银行的工作人员称，会根
据还贷者当时的合同约定，来确定
是否及时执行最新基准利率。

记者郑州调查发现：银行间执行房贷新利率快慢不一，有的要等明年
央行降息，“我的房贷为何一分没少”

疑问 | 获知降息后烦恼“不降反增”？

调查 | 11家银行中，多家要等到明年才调整

执行早的，月供减了不少
利好 |

准房奴马上可享优惠

□记者 魏浩

1

2
对于准房奴来说，如果贷款申请还在

审批当中，就可以按照6月28日降息后的
利率还款，也就是立马享受优惠利率贷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