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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公告
因经营需要，河南高速公

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巩义服务
区木雕工艺品项目招商已批准
实施，现进行招商。
一、有意者请于2018年1月

23日至2018年1月27日前到
连霍高速K639公里处巩义服
务区报名领取招商材料。
二、联系人：杜经理

电 话：15137419886

招标公告
承2018年郑州太古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计划全省市内9

个DC配送服务业务及郑州维修业务进行公开招标，竭诚欢迎从
事物流业务具备配送能力的运输商及郑州有资质的维修企业前
来投标。
一、招标区域及量：
市内配送：以焦作、洛阳、漯河、南阳、商丘、新乡、信阳、许昌、郑
州为DC中心，配送饮料产品、冷饮设备到市内及周边区域，年配
送量4788万标箱；
郑州维修：郑州35辆车辆维修（依维柯、700P五十铃、江淮）及全
省78辆车的技评、年审、二维检测等业务；
二、资格要求：
市内配送：1、营业执照、道路经营许可证、公司车辆信息（行车
证、道路运输证）；2、符合食品卫生要求、托盘化装运饮料的专用
运输车辆；
郑州维修：1、营业执照副本、《道路经营许可证》取得3类及以上
维修资质；2、企业维修技师持有有效的从业资格证（至少两份）；
三、报名时间：2018年01月25日至01月31日
市内配送：有意者请将公司资料发送至wangchun@swirebev.com
进行审核；
联系人：王春 联系电话：0371-86160950/17803826310
郑州维修：有意者请将公司资料发送至liyi12@swirebev.com
进行审核；
联系人：周长福 联系电话：17803826335
四、邮件中注明企业全名、联系方式、联系人等信息，我们
会将招标文件邮件发送给各企业；
五、欢迎各界物流企业及维修企业来我司进行实地考察
与业务了解。

郑州太古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
2018年1月24日

市场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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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花园路与纬一路交叉口向西100米纬一路路北 65970450 65970445

以企业形象、产品介绍等

为主，按块收费，规格为

3.3cm×3.8cm，1-4块，500
元/块，5-6块，600元/块。

每周一、三、五刊出，每个企

业每期可做1—6块。

工程造价机构评选公告
公告内容：我公司加油站双层罐改造，拟评选工程造价机构进行造价工作，现向社会公开征

集工程造价机构，具体事项如下：
一、征集条件：
1、参加本工程项目的造价机构必须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颁发的工程造

价甲级资质；
2、参加本工程项目的造价机构必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3、外地企业需在郑州市设立分支机构并经工商登记主管部门登记，同时在郑州市具有固定

办公场所。
此公告自发布之日起，有意参加者即可向河南中油高速公路油品股份有限公司报名并索取

相关资料。
二、时间安排：
1、报名时间：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十日内有效。
2、评选时间：2018年2月6日。
3、评选当天收取评选文件，现场评选，过期无效；评选结果当场宣布并签字确认。

地 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内环路2号18楼
联系人：皇先生 电话：69190970；孙先生 电话：69190972

重点点评

拉齐奥上周末主场5∶1大胜切沃，中场米林科维奇梅开二度，
中场纳尼1传1射建功，球队近4轮3胜1平，联赛主场两连胜打进9
球，本赛季已经打进53球，场均打进2.65球高居联赛第一。乌迪内
斯上周末主场1∶1被费拉拉SPAL逼平，遭遇两连平，近5个联赛客
场4胜1平。拉齐奥状态大热，即使缺少头号射手，他们的中前场攻
击群也能保证得分效率。

今日竞彩重点赛事投注推荐
日期

“二串一”玩法

1/24（周三）

胜平负游戏单固玩法

1/24（周三）

推荐为个人观点，仅供参考，欲知详情请登录中国竞彩网。

编号/主队VS客队

002拉齐奥 VS 乌迪内斯

021阿森纳 VS 切尔西

016桑普多利亚 VS 罗马

推荐

胜

平

胜

百元可中奖

445元

355元

第18010期

本期全国销售总额：10753636元，7278972.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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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 1 8 1 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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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注

10注
176注

2244注
29241注

307773注

单注金额
---

215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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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奖结果

中奖
号码

奖级 每注金额

本期本省投注总额：15365336元，本省中奖总金额：
4975694元。

红色球

03
蓝色球

01 08 17 20 21 22

第2018010期

全国
中奖注数

全省
中奖注数

8085375元
325919元

3000元
200元
10元
5元

6注
71注

1077注
66389注

1275468注
10065162注

0注
6注

22注
2564注

50307注
387662注

每注金额
13001元

50元
5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8023期中奖号码
3 5 9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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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3002元，中奖
总金额为197513元。

中奖注数
5注

438注
7182注
305注
202注
25注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8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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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5260元。

中奖注数
176注

0注
372注

中奖号码：102

“排列3”、“排列5”第18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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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24注
0注

12792注

1040元
346元
173元
10万元排列5 32注

936

93600
排列3投注总额16069656元；排列

5投注总额10763306元。

七星彩第18011期预测

重点号码看好 2、4、7，奇偶
比关注3∶4，大小比关注3∶4，定
位重点关注号码：一位 2、7，二
位6、8，三位1、5，四位2、4，五位
3、6，六位2、7，七位2、5。

22选5第18024期预测

大小比例关注3∶2，奇偶比

例关注2∶3，重点号关注08、13、
20，可杀号02、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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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 07
08 12 13 14 16 17 19 20 21。

排列3第18024期预测

百位：2、3、9。十位：4、6、
7。个位：0、5、6。

夏加其

专家荐号

诚信经营 她是福彩的代言人
脚踏实地，勤于交流，福彩业主石纪云认真做好每件事
□记者 张琛星 文图

核心提示 | 十年前，
在家人的帮助下，石纪云的
41140035 福彩投注站开
业了；十年来，她始终脚踏
实地做好每件事，做好站点
宣传，不断学习交流，诚信
归还大奖……同时，她还不
断收获荣誉，省福彩快3优
秀网点、诚信投注站、优秀
投注站等，得到了越来越多
彩民的认可与肯定。

踏实努力，用心服务赢得彩民认可

2008年，在家待业的石纪
云琢磨着干点事情，由于丈夫
喜欢购彩，她对彩票也有所耳
闻，便有了开投注站的想法。

“我说了自己的想法，没想到他
很支持。”石纪云说，她的丈夫
坚持理性投注，一直把购彩当
成公益事业。

于是，通过申请、考核等，
石纪云的41140035福彩投注
站开业了，现在位于商丘市方
域路与归德路交叉口西 100

米。“当时彩票已经发展得成熟
了，但是我还是一个新手。”石
纪云说，为了尽快起步，每天抽
时间学习成了必修课。

随后，石纪云一边学习，一
边理顺各项工作，优化购彩环
境；做推荐，先加班加点学习，
提升命中率，尤其是现在的快
3推荐，成了彩民称赞的亮点；
全方位宣传，只要有中奖百元
以上，就在投注站外面放鞭炮
庆祝……“其实没有什么特别

的经验，就是要踏实坚持，提升
服务，一件小事，坚持一天两天
简单，但要坚持五年十年，就会
有不一样的收获。”

由于长期提供优质服务和
推荐，加上宣传，石纪云的投注
站逐渐广为人知。同时，她也
不断收获佳绩，各类荣誉接踵
而至，投注站销量接连增长，例
如，去年7月到9月，仅快3销
量就名列前茅，甚至带动了商
丘福彩的快3销售。

诚信经营，归还大奖引来众人点赞

除了自身的收获，石纪云
的投注站也不断为彩民送出好
运。2014年，彩民购买了她当
期推荐的号码，由于彩民去掉
了一个蓝号，结果错失头奖，但
也命中二等奖；2016年，她大
力推广快3，其中“任二”推荐
不断为彩民送去实惠……

而让石纪云印象最深的，
莫过于2016年，她的投注站中
出 双 色 球 第 2016150 期 头
奖。据了解，这位大奖得主是
位老彩民，经常让石纪云代
买彩票。当期双色球开奖时，
她惊喜发现自己的投注站中出
了大奖。“赶紧查询，最后发现
是这个彩民中奖了，彩票就在
投注站。”石纪云说，她第一个
想法就是看好彩票，通知彩民，

诚信经营永远在首位。
为了不打扰彩民休息，第

二天一早，她就联系彩民告知
中奖一事。“对方刚开始还不
信，详细解释后还是半信半疑，
来到站点看到彩票后，才彻底
相信。”一时间，诚信归还大奖
彩票的事情赢得众人称赞，石

纪云的诚信行为还受到省福彩
中心的表彰。

一晃十年过去了，回望走
过的路，石纪云感慨万千，而对
于以后，她依然信心满满。“卖
彩票，就是要不断提升服务，只
有脚踏实地，才能提升服务，才
能服务好彩民。”

商丘福彩业主石纪云

河南福彩人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