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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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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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材料 ●设计施工 ●装修装饰 ●照明亮化 ●建 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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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刊登 大河报 分类广告

装修装饰

●效果图、施工图13253679815

设计施工

●加固设计检测13253529116

大河报广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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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 100
米路南水利厅一楼商铺

65970450 65970445

敬告：
使用本栏目信息请供需

双方认真核实有关证明材料，
签订有效法律合同。

本版广告凡未标注区号
者均为郑州地区电话 。广告
投诉电话：65796185

家教

●阳光名师家教66992211

招聘

●美专聘校长招办主任咨询师

班主任招生代理13503861013

●幼儿园保健医13838181809

培训招生

●考药师护士医师证66565839
学历证资格证职称66565839

求职

●工程师.二建13949058737

法律与咨询

●快办各种88883129法律服务

商标专利

●商标专利版权037155607110
★先风商标所
商标版权专利63588381/2

工商咨询

●SC食品生产许可证63910208
●企标QS许可证专办88882363

●免费注册公司15037181678
●税务咨询房产资质60205655
●免费注册公司13071035003
●免费注册公司13303711686
●注册公司代记账88886496
各类建筑资质专办88886498
【资质专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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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线 15517559996 63702222
鑫汇工商资质
速办各类工程资质安全生产

许可证65901419、65901473

园林资质特办
建筑·市政·公路·机电·钢构

物业·园林·房地产63819190
资质专办

专办各类资质13525580038
快办二升一,三升二63333499

分类信息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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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全国销售总额：12216988元，8225168.46元奖金滚入
下期奖池。

中国电脑体育彩票“七星彩”开奖公告

中奖号码：6 1 8 8 9 0 0
奖 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全国中奖注数
1注

19注
162注

2380注
29744注

326599注

单注金额
5000000元

14488元
1800元
300元
20元
5元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全国开奖公告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8928802元
225793元

3000元
200元
10元
5元

中奖结果

中奖号码

奖级 每注金额

本期本省投注总额：13048658元，本省中奖总金额：
4430810元。

红色球
10
蓝色球

04 08 10 12 31 33

第2017020期

全国
中奖注数

4注
87注

1238注
56250注

1048880注
10696353注

全省
中奖注数

0注
5注

86注
2838注

45071注
405107注

每注金额
37455元

50元
5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7045期中奖号码
1 2 13 17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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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7212元，中奖
总金额为170474元。

中奖注数
2注

330注
5659注
202注
176注
13注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70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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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1398元。

中奖注数
477注

0注
829注

中奖号码：679
“排列3”、“排列5”第170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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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80注
0注

19290注

1040元
346元
173元
10万元排列5 49注

735

73517
排列3投注总额17225922元；排列

5投注总额9544348元。

七星彩第17021期预测
重点号码看好0、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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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二位
1、7，三位0、5，四位0、3，五位2、7，
六位3、4，七位4、7。

22选5第17046期预测
大小比例关注3∶2，奇偶比例

关注 2∶3，重点号关注 04、13、16，
可杀号02、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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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 08 11
12 13 14 16 18 19。

排列3第17046期预测
百位：2、4、9。十位：1、5、6。

个位：0、1、4。 夏加其

专家荐号

我省体彩“泳坛夺金”派奖来袭
2月27日起，派奖3000万元，连续5天，派完为止
□记者 杨惠明

河南体彩上周（2月13日—2
月19日）中出万元以上“顶呱刮”
大奖共 6个，其中：1万元—5万
元5个，25万元1个。

目前热销票种：日进斗金（面

值20元）、金鸡纳福（面值10元）、
十倍幸运（面值10元）、7乐无穷
（面值 10元）、开门大吉（面值 5
元）。体彩“顶呱刮”，刮出精彩生
活！ 河体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河
南省体彩中心获悉，为回馈广
大彩民对体彩的支持与厚爱，
省体彩中心将于 2 月 27 日
（下周一）起，开展“泳坛夺金”
3000万元大派奖，连续派奖5
天，每日派奖88期。如到期
奖金未派完，则延续至奖金派
完当日最后一期为止。

本次参与派奖的既有
“481”的“任二全包”和“三码
全包”；也有“283”的“二带
一”、“三不重”，以上4种投注
方式参与派奖，最高加奖幅度
达22.45%。

“泳坛夺金”是我省最热
销的彩票品种，其特点是“好
选好玩奖金高”，投注灵活，方
式多样，乐趣十足，有多种方
式可进行投注。

老玩法“481”中有彩民
喜闻乐见的“任二全包”、“跑
一圈”（三码全包）等方式。新
玩法“283”虽然上市不久，但
已成为明星产品，“包2”、“包
3”，以及“胆拖投注”都极大满
足了彩民们不同的投注需
求。“283”一次开出两组开奖
号码，不仅跟“481”一样，都
是奖金会翻倍的彩票，并且还

能实现买一注号码，能两次中
奖的超级大实惠。

本次加奖的4种投注方
式均为目前最好选好玩、深受
彩民喜爱、最容易中奖的玩
法。在派奖期间，彩民如选择
加奖的这4种投注方式，奖金
将会翻2至4倍不等，是真正
的奖金会翻倍的彩票。

2月27日是农历二月初
二，民间有二月二、龙抬头的
说法，希望体彩“泳坛夺金”
3000万派奖也能为大家带来
鸡年好运气，机会多多、不要
错过哦。

□记者 张琛星

“买闪耀钻石，赢克拉美
钻”，2月14日起，福彩刮刮乐

“闪耀钻石”系列彩票上市，同
时开展抽奖活动，截至2月21
日，已开奖8天，共送出28颗
钻石，其中河南彩民收获1颗。

已开奖送出的 28 颗钻
石，花落全国16地，山东彩民
揽入5颗，名列榜首，紧接着
是湖南彩民收获3颗；然后是

新疆、福建、吉林、陕西、广东、
内蒙古彩民均收获 2颗，江
苏、河南、重庆、西藏、云南、广
西、上海、浙江彩民各揽入1
颗。

据悉，“闪耀钻石”系列彩
票是国内第一款将新型烫金
工艺应用到票面的彩票品种,
共有5元、10元、20元三种面
值。活动期间凡购买“闪耀钻
石”系列彩票的彩民，用“福彩
刮刮乐”客户端扫描彩票玩法

区中的二维码，集齐“幸、福、
到、永、远”五个字符并兑换抽
奖码。每天抽奖一次，逢单数
日，每天送出3颗1克拉的钻
石；逢双数日，每天送出4颗1
克拉的钻石。“一天三颗，一天
四颗”寓意“一生一世”，活动
总计送出102颗钻石。

活动3月 14日截止，目
前还剩余74颗钻石，赶快行
动吧，收获好运的同时，还能
赢得属于自己的克拉美钻。

“买闪耀钻石，赢克拉美钻”

开奖8天，河南彩民收获1颗钻石

河南体彩“顶呱刮”
万元以上大奖上周战报

河南福彩“刮刮乐”
第8周大奖排行榜

2017年第8周（2月13日—2
月19日）河南全省兑付刮刮乐奖金
1239万元，兑付25万元大奖1个,5
万元大奖 3个，3万元大奖1个,
9998元大奖1个，9990元大奖1个

及5000元大奖1个。
根据兑付情况分析五福临门、

幸运双星、好运十倍等热点彩票易
中出。福彩刮刮乐返奖率65%，
即开即兑，欢迎购买。 豫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