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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注金额
13490元

50元
5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6123期中奖号码
02 03 06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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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销售总额为421558元，中奖
总金额为189912元。

中奖注数
6注

342注
5439注
261注
229注
16注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61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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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7772元。

中奖注数
196注

0注
639注

中奖号码：708

“排列3”、“排列5”第161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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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21注

1040元
346元
173元

10万元排列5 33注

147

14701
排列3投注总额13463120元；排列

5投注总额8609496元。

福彩3D第16124期预测
比较看好0、3、4有号。四六

分解式推荐：0348——1256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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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5、25、16、17、56、5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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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8、027、
035、038、045、047、055、058、077、
078、138、149、188、236、238、239、
247、249、338、346、347、348、349、
358、368。

双色球第16053期预测
红色球试荐：03、06、08、10、

15、16、19、22、26、29、30、31。
蓝色球试荐：01、03、04、09、

10、11。

徐新格

七星彩第16054期预测
重点号码看好3、5、6，奇偶

比例关注 4∶3，大小比例关注 4
∶3，定位重点关注号码：一位5、
7，二位 3、6，三位 2、7，四位 4、
8，五位0、7，六位5、9 ，七位4、
7。

大乐透第16054期预测
推荐“9+3”：07、10、14、19、

22、23、26、28、31 +02 09 12。

22选5第16124期预测
大小比例关注1∶4，奇偶比

例关注3∶2，重点号关注04、09、
17，可杀号12、22；本期可能出现
一组二连号，热点区间关注二
区，推荐一个小复式：01 03 04
07 08 09 10 13 14 17 18 21。

排列3第16124期预测
百位：3、5、8。十位：2、8、

9。个位：0、3、4。

夏加其

0元
23254元
17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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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21 24 26 27 28 30 08

第2016053期

全国
中奖注数

0注
9注

240注
523注

6955注
10366注
71048注

全省
中奖注数

0注
1注

13注
39注

246注
377注

2280注

专家荐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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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注
0注
0注
0注

36注
19注

629注
306注

24798注
13932注
13932注

505209注
289161注
289161注

4977405注
2861128注

单注金额
0元
0元
0元
0元

232271元
139362元

5268元
3160元
200元
100元
100元
10元
5元
5元
5元
5元

第 16053期
中奖号码：04 13 15 30 35 03 05

本期投注总额为 201842185元,2944900065.52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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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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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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许可证快办63910208
●代办公司18539578966
●工商注册代理记帐63962196
●工商注册代办13213196669
●免费注册公司15037181678
●办公司免房租13837115290
●医器资质专办13613868402
●房产各类资质专办60583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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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费注册公司13071035003
●专办咨询医疗器械资质，小

公司代理记帐13592684668
工商税务代理
代理记账 13103815571

“工商■资质”
房建市政升级建筑装饰装修

防水保温消防幕墙智能化

选择我们更专业让您轻松做

老板：66364166、86107188
【资质快办】

房建●市政●18937153816
防水●公路●水利60921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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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质大额投资
建筑地产物业园林交通水利

工商、验资、审计18503895575

办理各种资质
热线63702222 69367777
免费办公司

专业记帐，经财政局审批许

可经营，为客户提供全方位服

务助您创业梦86107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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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标专利

●商标专利版权037155607110

法律与咨询

●均益律所法律维权伸张正

义英协A座24楼15838363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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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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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成收费》
专办经济纠纷维权，伸张正义

郑州及周边城市：15136167900
许昌平顶山周口：15036157268
洛阳焦作三门峡：15713860056
南阳驻马店信阳：15225055901
济源安阳濮阳：15036157268
■成功收费■
本公司20年经验专业办理各

类经济纠纷，面向全国办理。

郑州及周边城市15738812877
焦作洛阳三门峡15638881263
南阳信阳驻马店13213111753
安阳商丘周口市13673711337
成付13015506677

分类信息栏目

分别在A12、16版

出租招租

●花园路纬五路西100米路北

一层商铺110㎡13803867462
●北二七路大卫城对面400平
招半年特卖15515679333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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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州大道与东风路北500米
精装修双层1500M2临街商铺

出租联系电话18638299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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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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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驾校场地出租13333852588
●校园场地出租15639906729

房地产

●宁夏购房入户4008371861

求购求租

●郑州附近5000余亩山地寻

找合作伙伴18738165867
●求购郑州手续齐全商住用

地13937166607

写字间楼

●花园路地铁口招租55007303

出租仓库厂院

●柳林高速口杨金产业园4万
平标准厂房整体招租或分割，

蔡先生15003869978
●中牟厂房出租13213190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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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南四环郑少高速口标准

车间仓储1700㎡办公300㎡
水电土地证齐13938507112
●郑密公路台郭村西1公里厂

院4亩建筑1000㎡出租。靳13
838559104、郭13837105705
●国有仓库招租南曹库电话：

15093167057白沙库，九龙镇

库电话：13014647572
●厂房出租13073731666
●航海西路2000㎡厂仓67828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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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5月11日凌晨，
英超联赛西汉姆联VS曼彻斯
特联，此场比赛对于曼彻斯特
联来说是“争四决赛”，势在必
得。但作为本赛季“巨人杀手”
西汉姆联曾客场战平曼彻斯特
联，这场精彩对决不容错过。

目前，英超积分榜阿森纳
37场比赛、68分，排第3；曼彻
斯特城37场比赛、65分，排第
4；曼彻斯特联 36场比赛、63
分，排第5。形势最好的显然是
阿森纳，曼彻斯特城主场2∶2
战平阿森纳之后，在“争四”竞
争中已处于被动，如果曼彻斯
特联最后2场全胜，那么，曼彻

斯特城将无缘欧冠，相反阿森
纳战平之后，基本已提前锁定
了一个欧冠名额。

同时，英超积分排名第7
的西汉姆联，尽管少赛1场距
曼彻斯特城有6分，理论上仍
有机会，但他们与曼彻斯特城
的净胜球相差16个，意味着已
提前出局。因此，英超积分榜
第4名势必会在曼彻斯特城与
曼彻斯特联之间产生。对于曼
彻斯特联来说，5月11日客战
西汉姆联将是一场决定赛，但
势必不轻松。本赛季，西汉姆
联号称是“巨人杀手”，他们在
主场曾赢下切尔西、热刺与利

物浦，战平了阿森纳与曼彻斯
特城。曼彻斯特联在联赛首回
合对阵西汉姆联也没有取胜。

另外，此场比赛已入选竞
彩足球单固赛程，广大彩民可
不要错过投注了哦！

即开风云

河南体彩“顶呱刮”上周万元以上大奖战报
河南体彩上周（5月2日至

5月8日）中出万元以上“顶呱
刮”大奖共3个，其中：1万元至

5万元2个；25万元1个。目前
热销票种有：甜蜜蜜、恭喜发
财、中国红（面值5元）；神灯、

中国红（面值 10元）；皇家金
典、中国红（面值20元）；大吉
大利（面值30元）。 河体

客场求胜，曼联决战“争四”
明天曼联对决西汉姆联，赛事已入选单固赛程
□记者 张琛星 通讯员 之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