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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职业技术学院招聘
郑州职业技术学院是经河南省人民政府

批准、国家教育部备案，面向全国招生的公办
专科学校。学院位于郑上路81号（郑上路与西
南绕城高速交汇处西1000米路南），占地1004
亩，现有教职工892人，在校生13371人。根据
学院事业发展需要，现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博士
研究生25名，专任教师53名（硕士研究生），
辅导员30名（硕士研究生，男25名，女性5名）。

详情请登录查阅郑州职业技术学院网站
（http://www.zzyedu.cn）公告通知栏。

联系人：人事处 0371-64966918广告

▶提示：
根据劳动厅、人事厅的有

关规定：招聘单位不得收取应
聘者的任何费用。

服务无极限

方便在身边

福彩3D第2017090期预测

比较看好 0、2、9 有号，重点可
关注百位或十位。

四 六 分 解 式 推 荐 ：0129—
3456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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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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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7、056、057、067、128、138、
146、148、156、158、167、168、178、
238、239、245、246、247、248、249、
267、268、269、278、347、367。

双色球第2017040期预测

红色球试荐：03、04、06、08、10、
14、15、17、20、22、26、27、30。

蓝 色 球 试 荐 ：05、07、08、10、
12。 徐新格

每注金额
28166元

50元
5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7089期中奖号码
1 8 10 13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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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6702元，中奖
总金额为222005元。

中奖注数
3注

320注
6375注
268注
371注
18注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70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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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0192元。

中奖注数
926注

0注
1281注

中奖号码：518
“排列3”、“排列5”第170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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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11注
0注

15558注

1040元
346元
173元
10万元排列5 127注

389

38918
排列3投注总额16529462元；排列

5投注总额9962882元。

专家荐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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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000元
2557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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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18486元，本省中奖总金额：
3221329元。

红色球
15
蓝色球

02 04 12 14 17 24

第2017039期

全国
中奖注数

1注
109注
746注

44749注
931551注

5981094注

全省
中奖注数

0注
4注

29注
1864注

39868注
268001注

22选5第2017090期预测

大小比例关注 2∶3，奇偶比例
关注2∶3，重点号关注04、10、17，可
杀号03、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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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04 05 06 08 09 10 12

15 16 17 20。

排列3第2017090期预测

百位：2、3、7。十位：0、4、5。个
位：3、7、8。

夏加其

自选号码，果断倍投

驻马店彩民领排列五530万元

3月30日，商丘宁陵县石桥镇
梨园景区福彩刮刮乐大卖场传来喜
讯，19岁女孩喜中刮刮乐30万元。

据悉，该女孩在附近勤工俭学
卖花，本着做公益的想法购买了一
张5元面额的刮刮乐，刮开之后发
现中了七等奖，奖金5元；她想反正
是做公益，就用奖金再买一张刮刮

乐，值得一提的是该女生刮开第二
张刮刮乐后，没有仔细查看就转身
离开，幸亏工作人员提醒，她才得知
好运降临在了自己身上。

这位幸运的女孩仅花费5元购
买了刮刮乐就夺得了30万元大奖，
引来众人羡慕不已。

豫福

□记者 杨惠明

3月31日晚，体彩排列
5第17083期开奖，开奖号
码为56479。当期全国中出
一等奖72注，可喜的是，我
省驻马店彩民勇夺其中53
注，揽获奖金530万元。清
明小长假之后的第一个工
作日，中奖彩民张先生现身
省体彩中心兑奖，分享了他
的中奖经历。

据了解，张先生在老家

经营自己的小生意，购彩有
十几年的历史了，平常最喜
欢买大乐透和排列五，基本
上每期都会花二三十块钱
买上几注。3月31日这天，
张先生又来到经常光顾的
投注站，找了个合适的位置
坐下来，开始研究起排列五
的走势图，最后他确定了

“56479”这组号码准备投
注。由于当时对这组号码

感觉特别好，他果断让销售
员连着打了5注，然后进行
10倍投注，从兜里掏钱付款
的时候，发现还有6块零钱，
索性又多打了3注同样的号
码。当问及为什么对这组
号码如此有信心，张先生笑
着说：“那天左眼跳了一天，
就是感觉要有什么好事发
生一样，结果还是给了我一
个惊喜！”

开奖第二天，张先生拿
手机查询开奖，发现自己中
奖了，激动之余，把这个喜
讯告诉了家里人，经过几天
的情绪调整，等假期一结
束，马上来省体彩中心兑走
自己的幸运大奖。

兑完奖之后，张先生表
示，会用这笔钱先买房，改
善家人生活，剩下的以后再
慢慢规划。“排列五给我带
来了好运，我当然会继续关
注它，购买它，也算为公益
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
量！”

在北京时间4月7日至
4月14日进行的比赛中，有
30场将开售胜平负或让球
胜平负单关固定奖玩法，其
中备受彩民关注的马德里
同城德比、德甲巅峰对决以
及亚冠、欧冠等精彩赛事均
在竞猜之列。

本周六晚10∶15，一场
西甲巅峰对决将在伯纳乌
球场打响，由西甲班霸皇家
马德里迎战同城对手马德
里竞技。目前少赛1场的皇
马领先第二名巴塞罗那 2
分，在冠军争夺中占据主
动。本周与莱加内斯的比
赛中，拉莫斯伤愈复出，为

周末德比战取胜再添砝
码。两队上回合交锋，马竞
在控球率相当、射门数占优
的情况下，在主场3球完败
于皇马，面对风格务实的齐
达内，马竞很难占到便宜。
而在本周日凌晨00∶30，德
甲赛场也有一场巅峰对决，
由拜仁慕尼黑主场迎战多
特蒙德。

欧洲四大联赛这方好
戏唱罢，亚冠、欧冠赛场也
是好戏连台。4月11日，上
海上港客场挑战日职劲旅
浦和红钻；随后，江苏苏宁
也将在主场迎战大阪钢巴；
4月12日，广州恒大将在客

场挑战日职球队川崎前锋。
4月12日凌晨，欧冠的

1/4决赛首回合比赛将拉开
序幕。尤文图斯对阵巴塞
罗那、多特蒙德对阵摩纳哥
两场重头戏入选胜平负“单
固”赛程。

4月13日凌晨，马德里
双雄将同时亮相欧冠的1/4
决赛。皇马将在客场挑战
拜仁慕尼黑，马德里竞技将
在主场迎战莱切斯特城。
近20场欧冠比赛，皇马取
得13胜 6平 1负的骄人战
绩，而拜仁自欧冠 2014/
2015赛季以来就从未在主
场输球。

亚冠、欧冠好戏连台，单固赛程精彩不断

马德里德比，皇马欲双杀对手
□记者 吴佩锷

中奖彩票

□记者 张琛星

本报讯 3月 31日，历时12天
的河南福彩“快3”1500万大派奖活
动圆满结束。据了解，派奖期间奖
销两旺，结束当天，不少彩民直呼：

“再延长几天吧！”
此次派奖伊始，福彩“快3”游戏

便以简单好玩、返奖率高的特点，不
断为彩民送去实惠，且返奖率一直
处于70%以上，尤其派奖首日3月
20日，返奖率达到76%。

数据显示，派奖活动进行了12
天，全省福彩“快3”共销售8576.68
万元，返奖6458.02万元，返奖率高
达75.3%。

同时还涌现出了一批优秀投注
站，安阳 41550153 投注站销量

932182元 、开封41520217投注站
销量805698元、巩义41718018投
注站销量553388元，依次占据全省

“前三”；紧接着，项城41770134投
注站，洛阳41038060投注站，郑州
港 区 41011930 投 注 站 ，郑 州
41018423投注站，郑州41018357
投注站，焦作41080079投注站，郑
州41010300投注站，其派奖期间销
量分别占据全省4~10名。

据悉，此次派奖前，河南省福彩
中心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洛阳、驻
马店、信阳、南阳等地相继举行培训
会，针对“快3”游戏的玩法、特点以
及派奖情况进行讲解。培训会后，
投注站业主积极行动，做好宣传和
销售工作，对派奖期间的销量提升
起到了促进作用。

奖销两旺，彩民好评

河南福彩“快3”
派奖活动圆满收官

宁陵19岁女孩
喜中刮刮乐30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