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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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开元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原商户遗弃货物限期清理通知
原洛阳开元精品服饰广场各商户：

原洛阳开元精品服饰广场（以下简称“商场”）转型，
原商户物品基本搬离，但商场内仍有部分商户遗弃物品
无人认领。后商场转型，装修前洛阳开元商业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开元公司”）派人将商场内部所有遗弃
物品统一清理，并在八里堂租赁380平方米仓库统一存
放。开元公司多次通知商户认领各自遗弃物品，截至目
前仍有剩余物品无人认领。2016年10月20日至今存
放的遗弃物品，已给开元公司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现仓库租期届满，故再次发出通知，请原商户于2018年
6月30日之前到开元公司领取遗弃物品并缴纳保管费
用，逾期开元公司将对该批遗弃物品做无主物处理。

洛阳开元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5月10日

招标公告
河南高速公路发展有限责任公

司安阳服务区，房屋及建筑物基础
设施维护项目已批准实施，资金已
落实，现进行招标。
1.要求资质（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
承包叁级、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
承包叁级或以上资质）齐全。
2.参与报名单位若未到现场实地查看具
体施工量，将取消报名资格。有意向
者请于5月18日前同安阳服务区联系。
联系人：乔经理
电话：0372-2748302 15037215085

招标公告
河南高速公路发展有限责

任公司周口东服务区房建基础
设施维护项目已批准实施，资
金已落实，现进行招标。
1.有意向者请于 2018 年 5月
11 日-5 月 17 日来大广高速
K2069公里处周口东服务区领
取招标资料。
2.联系人：王经理
电话：15936918808

招商公告
因经营需要，河南高速公路发展

有限责任公司罗山服务区外卖档口、
餐厅档口现进行公开招商。条件如下：
1.证照齐全：营业执照，行业所需经
营许可证（依项目而定）。
2.具有招商项目经营经验，自有正
在运营的该类别经营项目。
3.结合经营实际要求的其他资质。
4.本次招商不接受联合体。
招商时间：2018年5月11日-2018
年5月17日
联系人：王经理 15839749001

注销公告
河南友友汽车配件有限公

司股东会决议即日起解散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10103MA3X8LQY7Y(1-1)。
本公司已成立清算组进行清
算，请各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
通知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
知书的，自本公司此公告发布
之日起45日内，到本公司清算
组申报债权。

通 知
厂家推广长寿解码核桃油

即日起郑州市民打进电话：0371-60998057就可免
费领取精美手表一块（赠送1000块，先到先得）。免费申
请条件：本地60岁以上居民持有效证件，报名者必须本
人前往，不得代领、不得重复报名。

江西康膳源油脂有限公司
郑州贵庆源健康咨询有限公司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郑州市管城区沃尔佳家具商行：

本委受理侯小霞诉你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委定于2018年8月8日
9时开庭，开庭地点为郑州市管城街47号院内党校一楼。因无法直接及
邮寄送达应诉通知书、开庭通知书、仲裁庭组成情况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申请人的申请书副本，根据《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二十条、
第三十九条之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管劳人仲案字【2018】082号应诉通
知书、开庭通知书、仲裁庭组成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申请人的申请书副
本，自发布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请按时到达指定的开庭
场所，拒不按时到达开庭场所的，将按缺席仲裁裁决。

特此公告。
2018年5月11日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郑州山水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屈永博诉你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委定于2018年8月6日
9时开庭，开庭地点为郑州市管城街47号院内党校一楼。因无法直接及
邮寄送达应诉通知书、开庭通知书、仲裁庭组成情况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申请人的申请书副本，根据《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二十条、
第三十九条之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管劳人仲案字【2018】079号应诉通
知书、开庭通知书、仲裁庭组成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申请人的申请书副
本，自发布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请按时到达指定的开庭
场所，拒不按时到达开庭场所的，将按缺席仲裁裁决。

特此公告。
2018年5月11日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郑州仓禾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李盛楠诉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向
你直接及邮寄送达管劳人仲案字（2017）171号裁决书，根据《劳动人事
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二十条之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自发布本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送达后15日内不服本裁决，可向有管辖
权的人民法院起诉，期满不起诉的，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对
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决书逾期不履行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
强制执行。

特此公告。
2018年5月11日

每注金额
20809元

50元
5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8123期中奖号码
5 9 11 1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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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4692元，中奖
总金额为210010元。

中奖注数
3注

425注
6604注

264注
329注

25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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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28482 元，本省中奖总金额：
12336394元。

红色球

06
蓝色球

01 04 10 11 14 27

第2018053期

全国
中奖注数

全省
中奖注数

7086603 元
200634 元

3000 元
200 元
10 元
5 元

8 注
104 注

1253 注
68313 注

1245525 注
10332662 注

1 注
9 注

55 注
2554 注

51117 注
451423 注

“排列3”、“排列5”第181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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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6注
0注

7215注

1040元
346元
173元

10万元排列5 13注

830
83043

排列3投注总额16827648元；排列
5投注总额10637774元。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81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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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8900元。

中奖注数
224注

0注
586注

中奖号码：906

徐新格

福彩3D第18124期预测
比较看好2、3、6出一个，四

六 分 解 式 推 荐 ：1236——
045789，后者六码包含三个奖
号的可能性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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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6、067、128、138、
144、145、146、147、148、156、
158、239、244、245、246、247、

248、249、256、258、259、267、
268、269、347、348、349、356、
358、359、366、367、368。

双色球第18054期预测
红色球试荐：04、05、08、12、

14、15、19、20、22、24、25、26、30、
32。

蓝色球试荐：04、07、08、10、
11。

22选5第18124期预测
大小比例关注2∶3，奇偶比

例关注3∶2，重点号关注05、09、
14，可杀号 12、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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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04

05 06 07 09 10 13 14 15 18
19。

排列3第18124期预测
百位：1、4、5。十位：3、6、

8。个位：0、5、7。 夏加其

专家荐号

今日竞彩重点赛事投注推荐
日期

“二串一”玩法

5/11（周五）

胜平负游戏单固玩法

5/11（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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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冈 VS 马赛

017温哥华 VS 休斯敦

001德比郡 VS 富勒姆

推荐

负

胜

负

百元可中奖

331元

220元

重点点评
双方本赛季联赛两次交锋，德比郡1平1负处于下风，其中3月

份的对战，他们甚至在主场输球，很显然，球队整体实力是不如对
手。而降级多年的富勒姆本赛季重新爆发，他们在联赛取得一场
又一场胜仗，尽管他们无法拿到直接升级的资格，但在几个附加赛
对手来看，富勒姆无疑是最被看好的一队，而且本赛季交锋也占据
优势，首回合更看好富勒姆先下一城。

“公益体彩 快乐操场”再扬帆
2018年河南省报名工作已启动

核心提示 | 5月10日上午，2018年“公益体彩 快乐操场”河南省启动仪式在河南省
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举行，2018年“公益体彩快乐操场”报名工作也正式拉开帷幕。据了解，
该公益项目自2013年在我省开展以来，已为全省18个地市的132所乡村学校送去了
200多万元的体育器材和设施，受益师生达到43000余人。

“公益体彩快乐操场”正式开始报名

在启动仪式上，河南省体
育彩票管理中心党支部书记
王海新介绍，今年的“公益体
彩 快乐操场”活动从5月10
日开始报名，总捐赠学校数量
为25所。至此，该项目在我
省捐助的学校总数将达到
157所。

凡是河南省内的、体育器
材匮乏的公立小学均可申请，

登录河南体育彩票网，通过
2018年“公益体彩快乐操场”
网络报名平台进行报名。具
体的报名时间为5月10日~6
月10日。

报名时，学校需要提供的
资料和信息包括学生总人数、
班级数量、学校详细地址、学
校基本情况、学校体育器材匮
乏的详细描述及详细的申请

理由、学校的有效联系方式
等。同时，还需要提供学校大
门照片1张、操场照片1张、体
育器材室1张、校园概况照片
1张，共4张照片供我们选择
学校时参考。考虑到有些学
校比较偏远，可能无法及时得
到这些消息，熟悉学校情况的
爱心人士也可以帮助申请。

评审等后续工作逐步推进

据悉，2018年我省的“公
益体彩快乐操场”整个活动包
括网络报名、学校评选、入选
学校实地考察、设备采购配
送、捐赠器材等5个阶段的工
作。在报名结束之后，河南省
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将会以报
名材料为依据对报名学校进
行第一轮筛选，之后将邀请媒
体、体彩网点业主或销售员代
表等进行公开评选，初步选定

25所学校作为今年的“公益体
彩快乐操场”捐赠对象。接下
来，河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会对初选学校进行实地走
访。经筛选和实地考察后，获
赠学校名单将在7月初通过河
南体育彩票网、河南体彩官方
微信等对外公示。9~10 月
份，捐赠器材将会陆续送到受
捐赠的学校。

另据介绍，在提交“公益

体彩快乐操场”申请材料的过
程中，除了按照要求准确填写
相关信息外，翔实、全面的文
字介绍也是获得评审专家青
睐的重要条件，这是评审专家
了解申请学校的重要途径，详
细的文字材料会给学校加
分。同时，如果是当地的体育
特色、特殊学校、民族学校等
特色学校，也会得到评审专家
的青睐。 河体

431倍直选投注
“3D达人”中44万元大奖

5月 9日上午，一位神采
奕奕的80后彩民拿着一沓彩
票兴冲冲地走进信阳市福彩
中心，工作人员询问后得知，
他便是在3D玩法第2018119
期独中431倍揽得奖金44万
余元的“3D达人”。

据了解，此次中得大奖的
金先生平日里十分热爱“3D”，
几乎期期不落，虽然年龄不
大，但却是个彻彻底底的老彩
民。5月6日上午，金先生像
往常一样研究号码，他突发灵

感想投注号码“978”，于是中
午 12 点多，他先在经过的
41650602 号投注站投注了
231 倍。下午金先生闲暇之
余，再次观走势、算和值对当
期“3D”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随
后他对自己购买的这组号码
感觉更好，十分有信心这期必
出 自 己 所 选 ，果 断 又 在
41650615 号投注站投注了
200倍，这才满意地回家了。
晚上金先生守在电脑前，拿着
彩票做好准备，心里十分紧

张，当开奖号码出现在屏幕上
时，金先生激动地站了起来并
说道：“我竟然中了，果真让我
如愿以偿。” 豫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