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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租赁

●首航租车66664788新车特价

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车行天下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
●汽车租赁 ●汽车销售 ●求购二手车 ●转让车辆 ●汽修驾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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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类信息栏目

分别在AⅠ12、16版

欢迎刊登 大河报 分类广告

商标专利

●商标专利版权037155607110

法律与咨询

●速办经济纠纷88883129调查

●成后收费56780000法院对面

●快速办理经济纠纷●调查●
事成收费0371-66797888
●专办经济纠纷15617818787

●速办经济纠纷15538167775
●赵律师解疑惑13526798621

工商咨询

●代办公司18539578966
●环评●生产许可证63910208
●1元开公司做账18638613921
●公司注册做账86677004
●房产各类资质专办60583056
●办公司免房租13837115290
●出租办公地点13613868402

●免费注册公司13071035003
●公司大额增资、验资、金融

租赁公司低快专办13333869335
●建筑，医疗器械13838389446
●免费注册公司15037181678
鑫汇工商资质
速办各类工程资质安全生产

许可证65901419、65901473
工商●资质

15517559996 63702222
【资质专办】

市政◆装饰◆幕墙86099688
房建◆防水◆消防86099988
电力◆钢结构 63830333

出租招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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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郑龙湖地铁口六层楼带院

可宾馆学校等 15237184369
●陇海路工人路带院3层独栋

28 间 出 租 陈 18703857098

●漯河商业中心1楼8间(可银行

珠宝)3-6楼60标间(可宾馆)临
商场车站停车场 13783078997

求购求租

●求租办学场地,独院厂房老

校 区 优 先 。 18838182890
●求租，高（行吊）厂房 1500
平方米。电话 13523575870

出租仓库厂院

●南曹大型仓库 18103818932
●郑密路厂仓 13838260523
●西南四环车间仓库900㎡办公

住宿260㎡证照全13938507112
● 城 东 南 路 仓 库 出 租 ：

66736683、 13523456727
大型仓库招租
郑汴路与万三路交叉口北盛

辉华仓储物流园内现70000㎡
招租证件水电齐可分租电话：

18237175283、 18039678678

每注金额
1040元

50元
5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6291期中奖号码
3 7 14 17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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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4228元，中奖
总金额为267238元。

中奖注数
25注

821注
8856注
324注
546注
44注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62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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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2020元。

中奖注数
406注

0注
992注

中奖号码：137

“排列3”、“排列5”第162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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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52注
0注

8985注

1040元
346元
173元
10万元排列5 49注

196

19649
排列3投注总额14249304元；排列

5投注总额8602252元。

福彩3D第16292期预测
比较看好3、4、6有号，重点可

关注百位或十位。四六分解式推
荐：2346——0157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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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57、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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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6、035、

037、045、056、067、138、147、148、
156、167、168 、238、239、245、247、
248、249、256、267、268、269、358、
457、458。

双色球第16125期预测
红色球试荐：03、06、08、12、

13、15、17、18、21、24、25、29。
蓝色球试荐：01、02、04、11、

13。
徐新格

七星彩第16126期预测
重点号码看好1、4、8，奇偶比

例关注3∶4，大小比例关注3∶4，定
位重点关注号码：一位 2、8，二位
4、5，三位 1、6，四位 3、8，五位 1、
4，六位4、8，七位2、7。

排列3第16292期预测
百位：1、2、9。十位：4、5、8。

个位：3、5、7。

22选5第16292期预测
大小比例关注3∶2，奇偶比例

关注2∶3，重点号关注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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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04 05 08 10 12
13 14 16 17 19 20。 夏加其

大乐透第16126期预测
推荐“9+3”：07、10、14、15、21、

25、27、28、33 +03 06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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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注
0注

76注
41注

566注
191注

18884注
6325注

389230注
138078注

4001616注

单注金额
10000000元

0元
105159元
63095元
6044元
3626元
200元
100元
10元
5元
5元

第 16125期
中奖号码：06 07 08 28 30 01 02

本期投注总额为 179128075元,3727254222.34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0元
24911元
12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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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 11 20 25 28 29 21

第2016125期

全国
中奖注数

0注
10注

389注
933注

13196注
17634注

143108注

全省
中奖注数

0注
0注

15注
36注

288注
568注

3401注

足球胜平负任选14场送好运

安阳彩民获封顶大奖500万元

河南体彩上周（2016年
10月 17日—10月 23日）中
出万元以上“顶呱刮”大奖共
10个，其中：1万元-5万元6
个;5 万元-10 万元 2 个;25
万元2个。

目前的热销票种有：超
值8（面值20元）、我爱中国
（面值10元、5元、2元）、通吃
（面值10元）、宝石之王（面值
30元）。体彩“顶呱刮”，刮出
精彩生活！ 河体

河南体彩“顶呱刮”
万元以上大奖上周战报

“扫一扫”加入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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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琛星 通讯员 杨惠旭

10月23日，体彩足球胜
平负第16161期全国开出1
注封顶大奖500万元，花落我
省安阳，成为当期最大赢家。
据了解，这注大奖出自安阳市
北关区红旗路北段原电池厂
对面的 4105030237 体彩网
点，这也是十年后安阳再次中
出足彩大奖。

大奖降临，引起了不小轰
动，据该体彩网点业主甘女士
介绍，此次中奖彩民可谓是幸
运至极，足球14场胜负彩全
部命中，由“爆冷”产生的足彩
大奖，其难易程度不亚于大乐
透等大盘游戏。“除了14场比
赛的胜负组合，还要考虑球员
状态、场地因素、天气状况等，

有时一个小因素都可能影响
球队的发挥。”甘女士说，好
运可遇不可求，她开彩票店
十几年了，还是头一次碰到
这样的足彩大奖，让不少喜
欢足彩的老彩民佩服不已。

同时，这注大奖也让体
彩安阳分中心的工作人员惊
讶不已，其中一霍姓工作人
员表示，由于头奖均分，一般
情况下很少出现500万大奖，
例 如 第 16162 期 头 奖 才
88000多元；而此次开出大奖
的重要因素就是“爆冷”，并
且还是4场“爆冷”，例如阿森
纳“冷平”，达姆施“冷胜”等。
最终全国只开出 1注头奖。

“总之，好运来的时候，总是出

其不意，也期待这位幸运彩民
早日来领奖，并且分享他的投
注经历。”

中奖网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