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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河南销售总额为429990元，
中奖总金额为229623元。

每注金额
16070元

50元
5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5348期
中奖号码

08 09 14 17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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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注

415注
6222注
305注
302注
30注

福彩“七乐彩”开奖公告

中奖结果

中奖号码

0元
0元

9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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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注

14注
330注
449注

3879注

10 29 09 24 26 12 08 13

第2015149期

本期全省销售额为232492元，全省中奖总金额
为5110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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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河南 3D 及附加玩法销售额为
136629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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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３D”河南开奖公告2015348期

中奖号码：997

本期全国销售额“排列3”、“排列5”分别为15208838元
和9262836元。

“排列3”、“排列5”第15348期开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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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投注总额为 172292839 元,2120052540.32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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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刊登 大河报 分类广告
大河报广告中心服务点：
1.郑州市城东路顺河路口南20米路东 66369622 66302345
2.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65796171 65796172
3.中原路与大学路交会处向北50米路东（大学路40号） 67947825 67425030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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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施工
●李丽预算标书 15837190386
●效果图施工图 13253679815

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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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租招租

●郑汴路与万三路交叉口东侧
大型厂院100多亩，国有工业
用地，手续齐全，位置佳，标

准化厂房，可做大型物流、仓

储17073500009/17073500006
●金水路●地铁口●喜来登

精装现房写字楼●旺铺招租

美盛中心 87086666
●丰产路门面出租18638736999

●郑州黄河北岸涂料厂房及土
地出租或转让13526538080
●黄河路经八路北50米路西
经八路农贸市场三四五楼4000
平招租(可分割)13526834307

房地产

●花园路英才街天地湾叠加
三层高档别墅前后花园车库

430㎡售660万18539258293
●急售秦岭北路460平带租金
商铺70年产权60658700朱

●低价出售花园路丰产路交汇
处两室两厅13938553838王
39亩空地租售
连霍高速洛阳东出口附近有

空地39亩，有国有土地证，水
电、路通，区位极佳，出租出

售合作均可。刘：18039966601

出租仓库厂院
●厂房库房出租15713870691
●国有仓库招租南曹库电话：
15093167057白沙库，九龙镇
库电话：13014647572
●郑州曲梁镇2万平米厂房库房
13203871190,13783602593
●郑上路30亩休闲农庄及一
千㎡厂房出租15515521555

●转让或出租工业用地厂房
手续全13939062007杜先生
●出租厂房仓库13598839078
●郑上路三十里铺北800㎡厂
房办公楼出租15938755278
●东区厂房2320㎡17737150900
●白沙镇现有厂房和库房出租
10000平米（国有土地，证件
齐全）13203871190

写字间楼

●高铁商圈永和宇宙200平带
租约低价转让13526557320

分类信息栏目

分别在A10、11版

软件网站

●电商专家咨询18939210288
●定制营销型网站56683330

家政服务

●疏通管道88882273清化粪池

●疏通钻孔88888950清化粪池

●我爱我家家政保洁66662288

●德良和保洁+水电86630068
●60332996三和家政65920177

信息窗口

●售库存棉袜6角13676905591
●档案托管代交社保65338401

招商

●全峰快递加盟18100325618

●全峰快递加盟13783595572
●编气球也能发大财，廊坊沐

瀛手编气球玩偶、庆典气球

装饰培训收徒400-044-4561
QQ: 570862714www.cqgz8.com
●广通快递招商15981980589
隆重招商

杏花村清酒诚招市县代理商

鹿邑大曲诚招市县代理商，

4000161519/15038093009

转让

●中原路西三环整栋商务酒

店转让。周13937129616
●400平纯一楼快餐店急转，位

佳生意稳定18695885957

●经开区韵达快递转让，费用

15万，非诚勿扰13323821323
●转盈利便利店13837196891

家电维修

●50元专移修收空调53778919

电脑维修

●电脑办公设备快修63599585

让饭店酒吧

●营业中早中晚转让56005077
●位佳饭店转让15713870697
●商场市场饭店15003829996

●东区800㎡饭店13283716789

转让商铺门面

●国基路470㎡、528㎡饭店

招租无转让费18739901188

寻人启事

●杨军振，28岁，

1.82米，微胖，左

腿患麻痹症，偶发

精神病，周口市西

华县东夏镇杨关

庙村人，于2015年10月30日
下午4时离家出走，有知情者

请与家人联系，15938624213
杨先生，定重谢！

公告
●河南卓远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10101000034595特此声明

●请卢海峰同志自登报之日起

30日内到公司人力资源部报

到，逾期不到者将依据相关

规定处理。中铁七局集团第

五工程有限公司。

新华社北京 12月 21 日电
日前，中央纪委对7起违反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发出通报。
这7起问题是：

上海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
长周波违规接受公款宴请，受到
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湖南省政府党组成员、副省
长张剑飞组织、参加用公款支付
的旅游、宴请等，受到党内严重
警告处分，责令退赔相关费用，
所收礼金予以收缴。

中国民用航空局党组成员、
副局长李健违规打高尔夫球，受
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违纪所得

予以收缴。
辽宁省林业厅党组成员、副

厅长李宝德违规操办婚丧喜庆，
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违纪礼
金予以收缴。

山东省滨州市委常委、宣传
部部长周静违规接受宴请、公款
旅游，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湖北省地税局原党组成员、
副局长邓国强违规接受宴请、娱
乐活动等，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
分，被免去职务，违纪所得予以
收缴。

福建省武夷山市原市委常
委、常务副市长林春松违规打高

尔夫球，受到撤销党内职务、行
政撤职处分，违纪所得予以收
缴。

通报强调，落实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纠正“四风”只有进行
时，没有完成时。各级纪检监察
机关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
实践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继
续紧盯年节假期，对苗头性问题
决不放过，对那些视纪律如无
物、不收手不知止的从严查处，
越往后执纪越严、处理越重，并
且点名道姓通报曝光。要加大
责任追究力度，坚决防止“四风”
问题反弹回潮。

公款吃喝，上海湖南两高官受处分
中纪委警告：紧盯年节假，以后越处理越重

新华社北京电 国家防汛抗
旱总指挥部办公室21日通报，预
计2016年春季，我国部分地区
可能发生大范围春汛。

通报显示，自2014年5月持
续至今的厄尔尼诺事件，于今年
5月由赤道中太平洋向东太平洋
发展，目前已达到极强厄尔尼诺
事件标准，并将持续至2016年
春季，其过程与1997、1998年高
度相似。初步分析，明年洪旱形
势将重于今年，春季长江以南大

部分地区降雨将偏多，可能发生
大范围春汛；汛期一些流域可能
发生大洪水，一些地方可能发生
严重干旱，台风登陆强度可能偏
大并深入内陆造成严重影响。
南方部分地区即将出现一次强
降雨过程。

2016年春季
可能发生大范围春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