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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信息栏目

分别在A12、16版

写字间楼

●花园路地铁口招租55007303
●新华苑9毛/天15537198401

房地产

●宁夏购房入户4008371861
●南阳路黄河路双地铁一楼

底商140㎡198万13676921131

临街商铺租售
郑汴路东建材对面209㎡门口

多车位电话13203838866

出租招租

●政四街4号宾馆招租适合办

公租住可整租分租65932777
●郑州火车站繁华地段140间
宾馆出租15937100358宋

●大学校园门面15003822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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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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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租仓库厂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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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牟厂房出租13213190932

●出租经开区场院：物流、仓

储、驾校、停车13838162995
●国有仓库招租南曹库电话：

15093167057白沙库，九龙镇

库电话：13014647572
●郑上路厂房18768872326
●厂房出租13073731666
●航海西路2000㎡厂仓67828887

商标专利

●商标专利版权037155607110

工商咨询

●代办公司18539578966
●食品工业品许可证63910208
●代办建筑资质13526629768
●投资金融基金疑难公司注册

上市接同行业务13503711111

●工商注册代办13213196669
●免费注册公司15037181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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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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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费注册

工商疑难处理，大额增资

投资金融快办15515888182
全省资质快办
建筑·置业·园林·物业·装修

办技工·八大员65593711
办理各种资质
热线63702222 69367777

园林资质特办
建筑·市政·公路·机电·钢构

物业·园林·房地产·63819190

抵押贷款

房贷55662888
行息可贷15年房龄额度不限

法律与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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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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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纠纷专办56031679
法律帮解纠纷
20年专业经验律师团队神速

专业速办经济纠纷成功收费

全国热线：13071022966
紫荆山。电话：18838272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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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付13015506677

“律师帮办”
律师超级团队，二十年经验，
诚信快捷法律帮办排忧解难！
经济专家全程服务。律师调查
郑州周边城市：15517166212
省内其它城市：188382723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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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注金额
18984元

50元
5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6104期中奖号码
6 8 13 16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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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9276元，中奖
总金额为198420元。

中奖注数
4注

412注
7248注
447注
255注
11注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6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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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8498元。

中奖注数
310注
272注

0注

中奖号码：900
联网销售超级大乐透开奖公告

奖 级
一等奖
派奖

一等奖（追加）
派奖
二等奖

二等奖（追加）
三等奖

三等奖（追加）
四等奖
派奖

四等奖（追加）
五等奖
派奖

五等奖（追加）
六等奖
派奖

全国中奖注数
2注
2注
1注
1注

79注
39注

1524注
915注

51494注
27597注
27597注

783911注
439403注
439403注

6220925注
3495344注

单注金额
10000000元
5000000元
6000000元
3000000元

84640元
50784元
1625元
975元
200元
100元
100元
10元
5元
5元
5元
5元

第 16045期
中奖号码：07 11 25 30 33 02 08

本期投注总额为 208877948元,2751851987.09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1094151元
22897元
2651元
200元
50元
10元
5元

福彩“七乐彩”开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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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奖结果

中奖号码

奖级
每注
金额

21 25 7 9 28 20 22 23

第2016045期

全国
中奖注数

3注
11注

190注
714注

6908注
12459注
88289注

全省
中奖注数

0注
0注
4注

13注
185注
288注

2325注

“排列3”、“排列5”第16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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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49注
0注

14758注

1040元
346元
173元
10万元排列5 199注

219

21958
排列3投注总额13704658元；排列

5投注总额8712802元。

福彩3D第2016105期预测
比较看好 0、4、6 有号。四

六 分 解 式 推 荐 ：0467——
123589，前者四码中至少包含一
个奖号，后者六码包含三个奖
号的可能性较小。

不太看好的两码组合为：
03、05、35、38、58、78、89。

跨度参考2、3、4、5、6、7、8，
和值参考09至20区段。

不定位组选试荐：015、017、

025、027、035、037、057、136、
145、148、156、167、168、234、
236、245、247、249、267、345、
347、348、349、367、457。

双色球第2016045期预测
红色球试荐：04、08、09、13、

14、17、19、20、22、24、25、29。
蓝色球试荐：03、09、10、13、

15。
徐新格

专家荐号

22选5第2016105期预测
22选5第16105期：大小比

例关注3∶2，奇偶比例关注1∶4，
重点号关注 06、14、20，可杀号
0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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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 06 08 11 12
14 16 17 18 20 22。

排列3第16105期预测
百位：2、6、7。十位：0、3、8。

个位：4、5、7。 夏加其

本报讯 3月30日，本报与
省福彩中心联合举办“福彩宣
传语”有奖征集活动，目前活
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征集时间
4月29日截止，赶快行动起来
吧！

此次征集内容包括营销宣
传语、公益形象宣传语（字数在
15字以内，包括标点）。分别设
立一等奖1名，奖金3000元；二
等奖3名，每名奖金2000元；三

等奖10名，每名奖金1000元，
共计28名获奖者。

参与方式：1.发送邮件至
dahecaipiao@163.com，标 题
注明“福彩宣传语征集”；2.关注
大河报彩票微信订阅号“大河
好彩”点击“有奖活动-福彩征
集”菜单参与；3.信件邮寄：郑州
市农业路东28号报业大厦二
楼大河报彩票工作室，张记者
（13937101695）收。

“一语千金”等您来拿
“福彩宣传语”有奖征集正进行

□记者 张琛星

扫描二维码关注微信公众号“大
河好彩”（左）或下载“大河客户
端”（右）添加“彩票”栏目，查看活
动详情并参与。

今年首季度开出499注头奖，5枚奖号轮番登场

双色球大奖频出，追踪热号成关键
4 月 19 日晚，双色球第

2016044期开奖：红球01、03、
10、12、18、30，蓝球01。当期
开出头奖6注，单注奖金为842
万多元。对照第2016043期，
红球开出一枚重复号30，一组
同尾号10、30。

数据显示，在双色球今年
已经开奖的44期中，所有奖号
均已登场亮相，其中有5枚红球
号码的戏份异常之多，分别是
12、14、20、22、26，相应开出次
数为13次、14次、14次、15次
和11次，相比较其他红球号码
的不足10次无疑要高出不少。

而且这5枚奖号经常还两两相
伴出现，似乎在竞争最热红球
号码的称号。

蓝球号码方面，近8期双色
球开奖蓝球呈现出“偶奇偶奇
偶奇偶奇”的形态，也就是说，
按照此规律下期很有可能开出
偶数蓝球号码。

据统计，福彩双色球今年
首季度中出一等奖499注，平
均每天中出一等奖5.5注，每期
中出一等奖13.9注，可谓是天
天都有大奖、期期都“井喷”。
在第一季度36期开奖中，仅有
2016026期未开出头奖，一等

奖单期最多的是2016030期，
多达98注。值得一提的是，双
色球在首季度还开出过3个亿
元大奖。

经过多期休整，双色球奖
池呈持续回升状态，尤其是
2016044期开奖后，奖池仍保
持在6亿以上。之前在6亿奖
池时曾“井喷”98注头奖，因此
6亿奖池可谓是一个关口，再加
上热号频出，再次诱发“井喷”
也 有 可 能 。 今 晚 ，双 色 球
2016045期开奖，彩民朋友如
有心仪的奖号可大胆投注，趁
热打铁或许会助您中得大奖。

□记者 杨惠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