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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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车租赁
●首航租车66664788新车特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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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印刷 ●求购物资设备 ●机械物资 ●出租大型机械 ●转让物资设备

机械物资 磁铁磁王
厂 价 13137158563 66999250

转让物资设备

●企业转产，车床、焊机、塔

机、加气块等设备低价处理

联系电话：18530975876
●转架子管扣件13503785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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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招生 ●美容化妆 ●电脑手机 ●财务会计 ●求职 ●家教 ●招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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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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教

●阳光名师家教 66992211

培训招生

●上小初高好校咨询66565839

●学历职称资格证15286815008
●学历证医药证职称66565839

招 聘

●中专学校聘专职班主任教务

政教主任招生代理 60951028

分类信息栏目

分别在A11、12版

家政服务
●疏通管道88882273清化粪池

信息窗口
●档案托管代交社保65338401
●销售干鲜玉木耳4007663966

招商
●恒路物流加盟17639501777
●招学校食堂合作方88882058

家电维修
●空调移修55552968保养充氟
●50元专移修收空调53778919

●空调冰箱热水器65322773
●格力美的补氟清洗56692925
●空调移机维修加氟66669222

转让

●位佳饭店转让15713870697
●旺铺出租转让15713870691
●华南城附近25亩工业用地

转让，有证18638568895

软件网站

●定制营销型网站56683330

让饭店酒吧

●营业中饭店转18135687776

寻人启事

●李鹏，男，现年

14岁，山东省东

明县人。安阳市

大市庄中学八年

级学生。于4月
27日早上 6:00左右从大市庄

出走，至今未归，出走时身穿

灰色休闲上衣，蓝色牛仔裤，

蓝运动鞋。家长和亲戚四处

寻找，至今仍未找到孩子，

家长和亲戚非常着急，急盼

李鹏早日回家。望知情者速

与家长联系，凡提供有价值

线索或能帮助找到孩子的一

定重金感谢电话13700719327

声明

●郑州银合农超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410199000065342）遗失

声明作废。

●郑州市中原区郭记鱼锅食

府营业执照正本（号41010260
0374160）遗失，声明作废。

●河南省国正医药有限公司不

慎于2016年6月8日把公司营

业执照副本号9141010476620
05595社保证号4101990174
99丢失，现声明作废。

●吴丹，河南工业大学计算机

应用与维护专业大专毕业证

书遗失，证书编号：10463120
0606643772，声明作废

●郑剑郑房权字第0801026627
号房屋所有权证遗失，特此

声明。如无异议，发证机关将

予以补发。

●郑州市郑东新区胜佳建筑

材料租赁站营业执照注册号

410101600141656正、副本丢

失，声明作废。

●王永胜郑房权字第05010523
51号房屋所有权证遗失，特

此声明。如无异议，发证机

关将予以补发。

●黄久成 2013年河南科技大

学毕业（证书编号：10464120
1305003366）丢失声明作废

●许昌经济技术开发区景昇

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注册号

411092000012674不慎

遗失营业执照副本及组织机

构代码正、副本，声明作废。

●焦作市宏源建筑劳务有限

公司丢失资质证书正本一本，

编号C1024041080208，声
明作废。

●本人李玉辉，2008年毕业于

河南科技大学，毕业证号：10
4641200805002548，由于毕

业证意外遗失，特声明作废。

●乔西杰郑房权字第11010441
95号房屋所有权证遗失，特

此声明。如无异议，发证机

关将予以补发。

●郑州市金水区吴立红水果

店营业执照正本丢失，注册号

410105600994373声明作废。

公告

●郑州福鑫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注册号410104000077526经股

东会决定即日起解散请各债

权人自接本公司通知书起30
日内未接到通知的自本公司

此公告发布45日内向本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每注金额
10564元

50元
5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6165期中奖号码
3 4 8 9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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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8088元，中奖
总金额为204295元。

中奖注数
6注

368注
6531注
338注
362注
18注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61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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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7318元。

中奖注数
117注

0注
423注

中奖号码：041

“排列3”、“排列5”第161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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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72注
0注

8122注

1040元
346元
173元

10万元排列5 47注

571

57137
排列3投注总额13511944元；排列

5投注总额8526008元。

福彩3D第16166期预测
比较看好 1、4、7 有号。四

六 分 解 式 推 荐 ：1467——
0235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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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2、12、56、78、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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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037、
047、057、067、126、128、136、
138、146、148、158、167、168、
247、249、267、345、346、347、
348、349、367、456、457。

双色球第16071期预测
红色球试荐：04、05、08、09、

15、18、19、22、23、25、26、32。
蓝色球试荐：02、03、04、12、

15。 徐新格

七星彩第16072期预测
重点号码看好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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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三位 3、7，四
位 4、5，五位 3、5，六位 2、6 ，
七位1、5。

大乐透第16072期预测
推荐“9+3”：03、09、14、18、

21、24、28、29、32 +02 04 08。

22选5第16166期预测
大小比例关注3∶2，奇偶比

例关注1∶4，重点号关注05、13、
17，可杀号02、10；本期可能出现
一组二连号，热点区间关注四
区，推荐一个小复式：03 05 06
09 10 13 14 16 17 18 19 21。

排列3第16166期预测
百位：0、4、8。十位：2、3、

9。个位：4、6、9。 夏加其

0元
18770元
19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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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 10 13 17 24 26 30 08

第2016071期

全国
中奖注数

0注
16注

307注
939注

11245注
19133注

125878注

全省
中奖注数

0注
0注
7注

28注
362注
536注

3747注

“扫一扫”加入我们

关
注
﹃
大
河
好
彩
﹄

从
此
好
运
连
连

专家荐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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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注
35注

655注
267注

25151注
9992注

453730注
177883注

4278980注

单注金额
0元
0元

90176元
54105元
4559元
2735元
200元
100元
10元
5元
5元

第 16071期
中奖号码：08 15 19 20 33 07 12

本期投注总额为 175417801元,3228188881.36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明日凌晨，欧洲杯C组和
D组的8支球队将迎来小组赛
最后一轮的较量，在前两轮比
赛结束后，除了C组的乌克兰
确定出局外，其他7支球队的
出线形势仍扑朔迷离。其中，
C组德国与波兰同积4分，小
组头名将在最后一轮决出，北
爱尔兰要争取出线的可能；D
组西班牙只要不败就能锁定小
组第一，土耳其出线基本无望。

乌克兰VS波兰
两轮过后，两战皆负的乌

克兰小组垫底，末轮只为荣誉
而战，一胜一平的波兰已经确
定小组出线，尽管理论上他们
可以和德国争小组第一，但前
提是胜乌克兰的同时德国不
胜，或者大胜乌克兰，取得比德

国更多的净胜球。与其这样，
恐怕波兰更倾向于让部分主力
球员休息，备战淘汰赛。

北爱尔兰VS德国
北爱尔兰在小组赛第2轮

2∶0完胜乌克兰，末战对阵强
大的德国，有可能重拾首轮的
死守阵型。德国小组赛第2轮
0∶0战平波兰，两轮过后积4
分，已经出线，但这样的低标准
对于这支劲旅显然还不及格，
在没有出线压力的情况下，勒
夫末轮有可能遣上部分替补球
员。综合来看，德国小胜机会
最大，也不排除爆冷。

捷克VS土耳其
捷克前两战1平 1负，本

场不败就可确保小组第三，但
赢球才有机会出线，如果击败

土耳其，而克罗地亚同时输球，
他们还有机会与克罗地亚争夺
小组第二。土耳其遭遇两连
败，净负4球，出线形势堪忧，
最后一场必须取胜且多捞净胜
球，才有机会与其他小组第3
名的比拼中获得出线希望。

克罗地亚VS西班牙
两连胜提前出线的西班牙

最后一轮只要不输给克罗地
亚，就能以D组头名晋级。克
罗地亚前两场1胜1平，不败
即可晋级，如果赢球则将获得
小组第一，输球则有可能被捷
克挤到小组第3，中场核心莫
德里奇的因伤缺阵对于克罗地
亚的影响极大，总体来说，这是
一场西班牙呈现不败格局的比
赛，双选负平比较稳妥。

竞彩欧洲杯分析

德国谨防平局 捷克誓要复仇
□记者 杨惠明 通讯员 卢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