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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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寻求合作
郑州西大片荒山流转五

十年，可做旅游、种植、养殖
等山坡，可开垦很多土地和
其它用处，租金低、费用少，
前景良好，有意者现场看。

电话：13343783087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郑州市世通轮胎橡胶有限公司：

申请人冉书旗、张爱勤、马柯龙、马诗蔓与郑州市世通轮胎橡胶有限
公司的劳动争议一案，本委定于2018年9月5日09时开庭，开庭地点为郑
州市管城区管城街47号院内党校一楼西。因无法直接及邮寄送达应诉通
知书、开庭通知书、仲裁庭组成通知书、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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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号应诉通知书、开庭通知书、仲裁庭组成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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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7日

淮阳服务区招标公告
河南高速公路发展有限责任公

司淮阳服务区因经营需要，现对南、北
区餐厅档口2处、外卖档口2处、广
场车辆降温加水项目1处，进行招商。
1.有意向者请于 2018 年 6 月 27
日-7月3日来商周高速K119公里
处淮阳服务区领取招标资料。
2.联系人：王磊 电话：18538667171
3.纪检监察员：高宁
监督电话：13838611230

淮阳服务区
2018年6月27日

凭实力选号 平顶山彩民中大奖
胆拖投注，收获双色球1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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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66558 元，本省中奖总金额：
3174098元。

红色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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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色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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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18073期

全国
中奖注数

全省
中奖注数

7236302元
21502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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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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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注
104注

1414注
66180注

1191543注
8536177注

0注
2注

45注
2280注

44658注
341292注

每注金额
31275元

50元
5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8170期中奖号码
3 4 6 18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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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0516元，中奖
总金额为159791元。

中奖注数
2注

289注
5033注

239注
120注

23注

七星彩第18074期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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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选5第18171期预测

大小比例关注3∶2，奇偶比

例关注3∶2，重点号关注08、15、
21，可杀号 04、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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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06、08、09、11、13、15、16、18、19、
21。

排列3第18171期预测

百位：1、3、8。十位：2、4、
9。个位：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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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7（周三）

胜平负游戏单固玩法

6/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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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2韩国 VS 德国

044瑞士 VS 哥斯达黎加

041墨西哥 VS 瑞典

推荐

负

胜

胜

百元可中奖

182元

214元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81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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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0772元。

中奖注数
510注
465注

0注

中奖号码：117

“排列3”第18170期中奖号码

1 2 7
“排列5”第18170期中奖号码

七星彩第18073期中奖号码

3 9 6 5 8 0 0

1 2 7 8 8

胆拖和复式是许多彩
民投注双色球的两大“法
宝”，6月21日现身平顶山
福彩中心兑奖大厅的杨先
生正是凭借一张胆拖彩票，
中得双色球第 2018070期
二等奖17万元。

杨先生告诉当地福彩
中心工作人员，他是福彩的
忠实粉丝，双色球、刮刮乐、
22选5、快3等游戏，他都有
涉及。这次中奖的号码让
杨先生花了不少功夫，他研
究了走势图好半天，最终选

出红球“4胆11拖+1蓝”的
号码组合。“双色球我都买8
年了，几乎期期不落，号码
都是我自己选的，小奖也中
过，这次终于中了个二等
奖！”在与工作人员聊天的
时候，杨先生兴奋地说。

提及奖金用途，杨先生
说这也算一大笔收入，打算
好好利用起来。他表示很
感谢福利彩票送的惊喜，今
后依旧会继续关注福彩，支
持福彩公益事业。

对于一些技术型老彩

民来说，胆拖投注有不少优
点，比如，可以对“胆”进行
重点投注，更符合彩民的投
注愿望；相比复式投注，更
节省投注金额，选的号码越
多，则节省的金额也越多。

此外，胆拖投注的中奖
效果也比较好。只要胆码
全部对，并且拖码中也能全
部命中开奖号码，那么中奖
面相当大，奖金也更加丰
厚；即使胆码不一定全中，
结合拖码所中情况，也可以
收获一定的小奖。 豫福

6月25日，体彩大乐透
第 18073 期开出 5 注一等
奖，基本投注奖金775万多
元，其中，2注是追加投注命
中头奖，单注总奖金 1241
万多元。

5注头奖分落安徽、福
建、吉林、四川、上海，其中
吉林和四川中出的是追加
投注头奖。目前，大乐透奖
池滚存59.72亿元，位居历
史第二高位。

数据显示，吉林追加头
奖落在吉林市，中奖彩票是

一张“前区2胆12拖+后区
2拖”的胆拖投注票，投注金
额660元，单票总奖金1255
万多元；四川追加头奖出自
成都市，中奖彩票是一张15
元 5注号码追加投注单式
票。

安徽基本头奖落在合
肥市，中奖彩票是一张10元
5注号码单式票；福建基本
头奖落在泉州市，中奖彩票
是一张12元“6+2”小复式
票，单票总奖金 777 万多
元；上海市的基本头奖出自

松江区，中奖彩票是一张10
元5注号码单式票。

当期大乐透全国销售
2.01亿元，筹集公益金7256
万多元。当期开奖后，奖池
稍稍下调，滚存59.72亿元，
仍然位居历史第二高位。
本周三晚，体彩大乐透将迎
来第18074期开奖，届时2
元投注最高可中 1000 万
元，3元追加投注最高可中
1600万元，提醒广大购彩者
不要错过投注机会。

河体

大乐透上期开出5注头奖
目前奖池59.72亿元，位居历史第二高位

韩国队在小组赛次轮
负于墨西哥队，遭遇两连
败，目前积 0 分，排名 F 组
垫底。而德国队历尽艰辛
险胜瑞典队，可谓死里逃
生，末战对弈韩国队，德国
队当可拿出更好的表现。
从次轮人员安排来看，以
目前阵容，应付韩国队绰
绰有余。对于德国队来
说，必须在韩国队身上刷
净胜球来确保出线，只有
这样才能在同分情况下压
倒墨西哥或瑞典。

重点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