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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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 教

●阳光名师家教 66992211

培训招生

●学历职称资格证15286815008

●学历证医药证职称66565839
●上小初高好校咨询66565839

招 聘

●社区卫生站招护士，内科，

中医，按摩师 18539941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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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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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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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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办公司 18539578966
●SC生产许可证快办63910208
●免费注册公司 15037181678
●代记账每月100元55981448
●1元开公司做账18638613921
●免费注册公司 13071035003
●投资金融基金疑难公司注册

上市接同行业务 13503711111

●公司注册做账 86677004
●免费注册公司 15517559996
办理各种资质
热线 63702222 69367777
工商税务代理
代理记账 13103815571
园林资质特办
建筑·市政·公路·机电·钢构

物业·园林·房地产 63819190

法律与咨询

●赵律师解疑惑 13526798621
●帮办 0371-55627322
●速成后收费0371－56780000
债权15136167900
欠款15136167900
商标专利

●商标专利版权037155607110

房地产

●会所、餐饮的最佳房源！售

金水东路象湖畔 1300平整层

商铺，每平 15000 元；写字

楼每平 8200 元 18237164649

●连霍高速洛阳东出口 39亩
土地售，国有证 13526955952

出租仓库厂院

●出租厂房仓库 13598839078
●高新区厂仓院 13598899953

●曲梁镇6千平米13203871190
●东区厂仓出租 13598070218
●200m2仓库出租13663864048
●华南城25亩工业用地8000平
建筑转让有证 18638568895

出租招租

●半封闭大学餐厅一楼窗口

对外招租 13027518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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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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类信息栏目

分别在A11、B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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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注金额
13661元

50元
5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6214期中奖号码
2 6 8 17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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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8708元，中奖
总金额为146901元。

中奖注数
5注

296注
5170注
227注
165注

5注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6214期

单注金额
1300元
440元
2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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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1652元。

中奖注数
503注

0注
1527注

中奖号码：942
“排列3”、“排列5”第162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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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10注
0注

8287注

1040元
346元
173元

10万元排列5 18注

709

70953
排列3投注总额12818382元；排列

5投注总额8510164元。

福彩3D第16215期预测
比较看好 2、3、5 有号。四

六 分 解 式 推 荐 ：0235——
1467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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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5、35、79、89、67。

跨度参考3、4、5、6、7、8，和
值参考09至20区段。

不定位组选试荐：019、027、

029、037、045、047、055、056、
058、059、077、126、129、136、
138、145、158、229、247、249、
338、346、347、348、349。

双色球第16092期预测
红色球试荐：05、06、09、12、

13、14、17、18、20、21、25、28。
蓝色球试荐：01、02、04、05、

09。 徐新格

七星彩第16093期预测
重点号码看好 1、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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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二位 2、4，三位 1、7，四
位 0、5，五位 4、5，六位 2、7，七
位3、4。

大乐透第16093期预测
推荐“9+3”：01、06、11、18、

21、25、29、30、32 +03 05 09。

22选5第16215期预测
大小比例关注3∶2，奇偶比

例关注3∶2，重点号关注09、13、
17，可杀号04、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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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03 05
09 10 12 13 15 17 18 20 21。

排列3第16215期预测
百位：1、4、9。十位：0、3、

6。个位：0、2、7。 夏加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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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注
0注

44注
22注

383注
138注

21047注
7466注

437267注
151484注

4228937注

单注金额
1000万元

——
172219元
103331元

8224元
4934元
200元
100元
10元
5元
5元

第 16092期
中奖号码：02 13 31 33 34 07 11

本期投注总额为 175425164元,3311199962.86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0元
29681元
37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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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07 11 13 18 24 08

第2016092期

全国
中奖注数

0注
15注

238注
1222注
9698注

21486注
121432注

全省
中奖注数

0注
0注
3注

45注
297注
672注

3182注
2016复式
投注派奖 0注 0注 0元

“二百五十八、二百五十
九、二百六十……”禹文杰、张
婷等几位同学在大声数着数，
操场上董欣、崔倩倩两位同学
在飞快地跳着绳。原来，这是
一节体育课，她们俩在进行跳
绳比赛呢！伴随着“啪啪啪啪”
声响，只见绳影翻飞如花、身随
绳动，两个小女孩的脸上汗水
直流，在太阳光下荧荧发光，董
欣的小脸蛋儿红得如熟透了的
苹果，而崔倩倩的小脸呢却白
如蜡纸，喘息声若有若无，两个
人都憋足了劲儿谁都不肯先停
下来，围观的同学们大声地喊
着，时不时地喝彩声震荡在操
场上空。

去年我们学校迎来了一批
特殊的客人——省、市体彩中
心的叔叔、阿姨、大哥哥、大姐
姐们，他们给我们学校送来了
篮球、乒乓球、跳绳、呼啦圈、足
球、排球、羽毛球等各种各样的

体育器材。此后，我们的体育
课、课间活动就丰富多彩、生动
多样了，同学们那个高兴啊
——就连睡觉做梦都在打着
球、转着呼啦圈、跳着绳呢！课
余时间同学们都不约而同地拿
起自己喜欢的体育器材——球
啊、拍啊、绳啊等，飞奔到操场
上迅速投入“战斗”。同学们两
个一组，三五个一组展开拼杀，
顿时阵阵呼喊声、喝彩声混合
着朗朗的笑声冲向校园操场上
空，向四面八方飘散，经久不
绝。

这边跳绳的仍在继续，那
边乒乓球台前朱全义、禹东晓
两位小帅哥也正在酣战。朱全
义用的是正拍，而禹东晓却能
正反拍轮着用。机会来时，他
会出其不意地反击过去，球如
箭头一般直射出去，朱全义每
当此时便会措手不及，小裁判
马田在目不转睛地紧盯着飞来

飞去的小球，一本正经地报着
比分：“9∶6，换发球。”台案旁同
样围满了观战的小伙伴们——
喝彩声、惊呼声、大笑声，声声
悦耳，一波未消一波又起，人人
忘我。

“丁零零、丁零零……”学
校电铃响了，下课了。“嘟嘟
嘟”，体育老师李老师吹响了集
合的哨声，同学们迅速结束了
战斗，跑向集合的队伍——虽
然依依不舍，却都迅速站好了
队，大家都知道哨声就是命令，
既是命令就得绝对服从，坚决
执行。“立正！——向前看齐，
向前看，稍息！”李老师整好了
队伍，简单总结了这节课的情
况，并表扬了所有的同学，然后
宣布解散。于是，同学们一哄
而散，雀跃而去，操场上留下一
串串笑声在校园里回荡，许久
不散……

学生：孙佳颖

“公益体彩 快乐操场”征文作品展示

操场上的笑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