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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咨询 ●商标专利 ●行业认证 ●药品器械 ●抵押贷款 ●法律咨询

工商咨询

●代办公司 18539578966
●食品类生产许可证63910208
●代办建筑资质 13526629768
●工商注册代办 13213196669
●专办园林资质 13526578208
●投资金融基金疑难公司注册

上市接同行业务 13503711111
●免费注册公司 15037181678
●专业代理记账报税88883992
●免费注册公司 13071035003
●免费注册公司记帐88886498
●低价专办资质 88886496

●工商注册代理 18003813089
●办公司免房租 13837115290
●医器资质专办 13613868402
●房产各类资质专办60583056
●工商资质代账 13014608611
●快办公司低价记账86536311
●免费注册代记账 66262668
●生产许可证QS认证56012391
●资质房产疑难专办55360015
●免费注册公司 15517559996
●公司注册做账 86677004
●免费注册公司代账55658660
●公司大额增资、验资、金融

投资公司低快专办13333869335
免费注册87000067

【资质专办】
装饰◆幕墙◆消防 63830333
智能化◆防腐保温 63863366
◆专项设计资质◆63858899
办理各种资质
热线 63702222 69367777
免费注册

工商疑难处理，大额增资

投资金融快办 15515888182
工商税务代理
代理记账 13103815571
全省资质快办
建筑·置业·园林·物业·装修

办技工·八大员 65593711
园林资质特办
建筑·市政·公路·机电·钢构

物业·园林·房地产·63819190

速办■总承包
建筑■市政■公路■水利

机电■化工■矿山■电力

一级■二级专线 55128173
三级■增项专线 55983197
建造师■八大员■三类人员

技工证■特种工 13333814167

抵押贷款

房贷55662888
行息可贷 15年房龄额度不限

法律与咨询

●均益律所法律维权伸张正义

英协 A 座 24 楼 15838363846
●快办各类88883129法律服务

●河南洪旭律师事务所

公司、个人法律顾问,金融法

律服务,各类诉讼代理,律师调

查,法律咨询：4006-131-369
CBD商务内环路10号楼2004室
■律师帮办■
经济疑难服务咨询，专业

团队，快速合法，专家策划，

宗旨：一次合作，终身朋友。

欢迎各地市加盟共赢！

郑州周边电话：15136167900
省内其他城市：15036157268
神速18137889110
法律服务

法律经济维权服务，强大团

队，多年专业经验，诚信合法，

法律维权伸张正义事成收费。

总部电话：18037687790
郑州北区电话:13937137327

成付13015506677
■法律帮办■
专业团队，安全合法，排忧

解难，经济专家全程服务咨

询，为您解决经济烦恼。

郑州及周边城市：13673711337
南阳驻马店信阳：15516952505
焦作洛阳三门峡：18339969950
商丘漯河新乡市：13213111753

商标专利

●商标专利版权037155607110
★先风商标所
商 标 版 权 专 利 63588381/2
专业律师所
商标专利 商标代理

0371-68833500 13253510129

写字间楼

●花园路地铁口招租55007303
●新华苑 9毛/天 15537198401
金源大厦招租
金水路经四路口写字楼招租

免物业费 15343716666王

出租招租

●花园路动物园对面300平临

街商铺招租 13937188601
●农业路 71号中州国际饭店

星级写字楼、配楼，裙楼招

租，梁总 18695869456
●大学校园门面 15003822238

●政四街4号宾馆招租适合办

公租住可整租分租 65932777
●新建标准化工厂招租

郑州高新区，占地 24亩，建筑

面积 11000m2即办公、生产、

食宿分体。13903714068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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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中州大道及圃田周边各

30亩土地出租，可做仓储物

流，交通便利，可量身定做仓

库，有意来电：15537166616

●郑州火车站繁华地段140间
宾馆出租 15937100358宋
临街3-6层

60个标准间，温泉燃气停车

场。租金 38万/年。漯河市交

通路与人民路口 13783078997

出租仓库厂院

●厂房出租 13073731666
●航海西路2000m2厂仓67828887
●龙湖厂仓有证 15838021635
●大学南路厂仓 18503861991
●中牟厂房出租 13213190932

●东明路仓库租 13017677098
●成本低可达 0.9元/平米，手

续齐全配套完善，欢迎老板

前来洽谈，超值热线：1833
7193719地址：曲梁高速口

南3.5公里。距华商汇18公里

网址：www.ssqtck.com
●陇海路钢构厂房13803857155

房地产

●连霍高速洛阳东出口 39亩
土地售，国有证 13526955952
●宁夏购房入户 4008371861

临街商铺租售
郑汴路东建材对面 209m2门口

多车位电话 13203838866
售门面房

漯河金地·兰乔圣菲，上下层

264.7平，精装营业中。急售320
万（含所有税费）13903955896

求购求租
●郑州附近 5000余亩山地寻

找合作伙伴 18738165867
分类信息栏目

分别在A13、B08、11版

据了解，自4月6日河南
福彩中心开展“快 3”游戏
2000万大派奖活动起，呈现
出奖销两旺的局面。截至18
日，福彩“快3”销量环比增长
468%，达到6542万余元；彩
民朋友共获得奖金4837万余
元，比上月增加612%。据统
计，派奖期间彩民朋友最喜欢
的玩法依次为：二不同、三不
同、和值投注。

自派奖活动以来，记者连
续走访数家投注站发现，彩民
购买“快3”的热情持续高涨。
老彩民李先生很早就关注了
派奖消息，就等着派奖期间大

展拳脚。“这次的派奖力度这
么大，我可不能错过，和值投
注比较容易中奖，所以我基本
就锁定这种投注方式。”

与李先生不同的是，新晋
彩民吴先生完全是路过投注
站时，被门口的福彩“快3”派
奖海报吸引了目光。“2000万
的派奖奖金，投注方法覆盖全
面，买一张彩票买一份希望，
中了当然好，不中也是为福利
事业做贡献嘛！”

数据显示，派奖期间“快
3”的返奖率经常超过80%，让
彩民在投注中真真切切感受
到了“快3”游戏的魅力与河南

福彩真情回馈彩民的诚意。
截至18日，2000万元派送奖
金还有800多万元等待着彩
民朋友们前来领取。

福彩“快3”游戏自从在我
省上市以来，深受广大彩民的
喜爱。作为一种全新的玩法，

“快3”游戏有着趣味性强、返
奖率高、中奖容易、奖金固定、
快速开奖等优点，许多彩民纷
纷使用倍投的方式进行投注，
力图以此获得更高的奖金。
此外，也提醒彩民朋友们：作
为一种小盘游戏，投注“快3”
同样需要理智，以休闲娱乐的
心态量力而行。

第16045期

本期全国销售总额：13547318元，3000000元奖金滚入下
期奖池。

中国电脑体育彩票“七星彩”开奖公告

中奖号码：2810576
奖 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全国中奖注数
6注
9注

150注
2501注

32599注
361983注

单注金额
3399257元

35066元
1800元
300元
20元
5元

每注金额
6414元

50元
5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6103期中奖号码
3 5 7 13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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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418元，中奖
总金额为299086元。

中奖注数
7注

752注
8938注
661注
647注
39注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61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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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3308元。

中奖注数
551注

0注
791注

中奖号码：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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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28587元
1749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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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5979238 元，全省投注总额
14669108元，奖池累计金额 632010456元。

红色球 蓝色球

10 30 3 12 18 1

第2016044期

全国
中奖注数

6注
147注

1044注
57450注

1154242注
7121559注

全省
中奖注数

0注
6注

54注
2784注

53582注
335515注

1

“排列3”、“排列5”第161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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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52注
0注

14117注

1040元
346元
173元
10万元排列5 24注

762

76297
排列3投注总额13367596元；排列

5投注总额8595182元。

七星彩第16046期预测
重点号码看好0、3、7，奇偶比例

关注 4∶3，大小比例关注 3∶4，定位
重点关注号码：一位0、7，二位3、5，
三位 2、7，四位 3、4，五位 0、5，六位
4、5 ，七位3、7。

22选5第16104期预测
大小比例关注3∶2，奇偶比例关

注2∶3，重点号关注03、14、18，可杀
号 04、12；本期可能出现一组二连
号，热点区间关注三区，推荐一个小
复式：03 05 06 08 09 11 12 14
17 18 21 22。

排列3第16104期预测
百位：2、3、4。十位：0、5、9。个

位：1、6、8。 夏加其

“扫一扫”加入我们

关
注
﹃
大
河
好
彩
﹄

从
此
好
运
连
连

专家荐号

销量增长468%，返奖率超80%

我省福彩“快3”派奖掀投注热潮
□记者 杨惠明 通讯员 曹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