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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
●招商●医药招商●家政服务●让商铺门面

●家电维修●电脑维修●寻物 ●让饭店酒吧

●寻人●公告●商务礼仪●信息窗口

●承建网站●航空售票●转让

分类广告

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
●培训招生 ●美容化妆

●电脑手机 ●财务会计

●求职 ●招聘

●家教

分类广告

●工商咨询 ●商标专利

●行业认证 ●药品器械

●抵押贷款 ●法律

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咨询代理
分类广告

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
●出租招租 ●出租仓库厂院

●写字间楼 ●求购求租

●房产中介 ●房地产

●让商铺门面

分类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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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花园路与纬一路交叉口向西

100米路北 65970450 65970445

欢迎刊登

大河报
分类广告

培训招生

●学历证资格证职称66565839
上小初高好校咨询66565839

家教

●阳光名师家教66992211

工商咨询

●代办公司18539578966

●企标SC许可证专办88882363
●代办疑难公司13503711111
●办房地产开发资质60901020
●免手续费代办公司55909075

【资质专办】
市政◆通信◆幕墙86099688
房建◆消防◆设计86099088
电力◆钢构◆监理86099988

出租招租

●许昌曹魏故城南门外沿街
楼2900㎡出售、出租（出售
含临街商铺，出租二楼以上）
电话13569933958

出租仓库厂院

●陇海西路绕城高速处1300㎡
仓库，可分割13513593385李

家政服务

●培训后保姆保洁65930584

信息窗口

●收购各种茅台酒18100326256
●中成铁艺制作13592699553

家电维修

●66669222厂家车移修收空调
●63288160空调维修加氟清洗
●厂家移修加氟清洗53366658

招商

●酒店对外承包15637111333

声明

●闫金玲，护师资格证丢失，

编号:14125297,声明作废。

●张聃,建筑工程二级建造师

证书丢失，证书编号00631
298,聘用企业：许昌晟亿建

筑有限公司,声明作废。

●河南省华中纸业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72117
31820176拟注销，望债权人

前来本公司办理相关手续。

●新乡市铭泽种植专业合作社

注册号：410721NA001242X
拟注销，望债权人前来合作

社办理相关手续。

●李英焕出生医学证明丢失，

出生证编号：J410393778,
出生日期2009年4月28日，

声明作废。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2017
届毕业生吴勃，在校学号13
0905135，《就业协议书》

遗失作废。

●本人张瑞红身份证号：4101
04197201252028，郑州红星

美凯龙国际家居广场置业有

限公司向我出具的收据编号：

0001973金额为贰万元整丢失

声明作废。因此收据收引起的

法律责任我自己承担。

●徐梓睿的出生医学证明不慎

丢失，出生证编号：R4101
71043丢失，出生日期2017
年9月18日声明作废。

●车红霞，驻马店师范专科学

校1989级中文专业毕业证丢

失，证号：无，声明作废；

河南教育学院1995级中文教

育专业毕业证丢失，证号：

9840492，声明作废；中学高

级教师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

格证丢失，证号：B1610030
0277，声明作废；中学高级

教师语文专业聘任证丢失，证

号：B16100300277，声明作废

●洛阳市西工区菲菲鞋店发票

章（编码4103050066954）
丢失声明作废

●兹有郑州交通运输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豫AL3138车道路

运输证丢失，运输证号4101
01016285声明作废。

●朱慧玲，河南商业高等专科

学校专业经贸英语，2004年
7月毕业，遗失毕业证，编号

116511200406030543特此声明

今日竞彩重点赛事投注推荐
日期

“二串一”玩法

7/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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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基尔马诺克VS圣米伦

102巴内切亚VS瓦尔迪维亚体育

推荐

胜

胜

百元可中奖

336元

北京时间7月14日08∶00，2018智利杯8强赛次回合巴内切亚
vs瓦尔迪维亚体育的比赛开始，巴内切亚将回到主场迎战瓦尔迪
维亚体育。巴内切亚上一场赛事就是在智利杯8强赛首回合做客
瓦尔迪维亚体育，虽然在场面控球时间较少，但反击进攻创造的射
门机会不低，前锋线的把握力更强，下半场中间时段抓住机会破门
后控制比赛节奏，最终以1∶0收获胜利。巴内切亚取得领先一球
的晋级先机，本场比赛对阵瓦尔迪维亚体育只要保持不败即可成
功晋级4强。

重点点评

6注头奖！大乐透再送惊喜
追加头奖高达1209万元，奖池59.5亿元

每注金额
30427 元

50元
5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8186期中奖号码
7 12 16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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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9584元，中奖
总金额为191571元。

中奖注数
2 注

300 注
5339 注

208 注
224 注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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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49392 元，本省中奖总金额：
2716600元。

红色球

03
蓝色球

04 07 13 20 29 33

第2018080期

全国
中奖注数

全省
中奖注数

8230212 元
189270 元

3000元
200元
10元
5元

6 注
128 注

1015 注
56290 注

1090402 注
7457743 注

0 注
2 注

36 注
1968 注

40834 注
285624 注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81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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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4164元。

中奖注数
618注
512注

0注

中奖号码：141

“排列3”第18186期中奖号码

3 5 0
“排列5”第18186期中奖号码

3 5 0 0 0

徐新格

福彩3D第18187期预测

比较看好2、3、5有号，重点
可关注百位或十位。

四 六 分 解 式 推 荐 ：
2359——0146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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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6、037、038、039、
057、058、124、129、134、136、

156、158、234、245、247、249、
258、259、267、334、336、344、
348、349、356、366、367、368。

双色球第18081期预测

红色球试荐：03、04、06、08、
10、12、14、19、20、22、24、25、30。

蓝色球试荐：06、04、08、11、
12。

专家荐号

22选5第18187期预测

大小比例关注3∶2，奇偶比
例关注2∶3，重点号关注06、15、
20，可杀号 05、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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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03

06 07 10 12 14 15 17 19
20 21。

排列3第18187期预测

百位：2、7、9。十位：1、5、
6。个位：0、3、8。 夏加其

7 月 11 日，大乐透第
18080期开奖，全国爆出6
注头奖，分别被上海、浙江、
福建、江西、四川的购彩者
擒获。其中，上海、福建两
地购彩者由于采用了追加
投注，单注多得奖金453万
元，使得追加后头奖单注总
奖金达到1209万元，而未
采用追加投注的浙江、江西
和四川购彩者，分别中得单
注 756 万元的基本奖金。
当期开奖结束后，奖池金额
略有下降，至59.5亿元。当

期全国共销售2亿元，为社
会筹集公益金7233万元。

当期，前区开出号码
“07、16、24、26、31”，后区
开出号码“10、11”。上海中
出1注追加头奖，出自金山
区，中奖彩票是一张“5+
12”追加复式票，投注金额
198元，该票不仅中得1注
1209万元追加头奖，还中
得二等奖20注和三等奖45
注，单票中奖金额1494万
元；福建中出 1 注追加头
奖，出自福州，中奖彩票是

一张“6+3”追加复式票；浙
江中出2注基本头奖，分别
出自杭州和温州；四川中出
1注基本头奖，出自阿坝州，
中奖彩票是一张“6+2”复式
票；江西中出 1 注基本头
奖，出自赣州，中奖彩票是
一张“7+3”复式票。

当期开奖结束后，有
59.5亿元奖池金额滚入7月
14日第18081期开奖。近
期体彩大乐透奖金成色十
足，千万大奖频爆，小伙伴
们快出手吧！ 河体

坚持购彩，终获回报

老彩民喜中双色球头奖
7月 3日晚，双色球第

2018076期开奖，单注奖金
达556万多元。7月5日上
午，海南省福彩中心迎来了
这位大奖得主。

中奖者王先生有每天
阅读报纸的习惯，当初因经
常看见福彩彩民中奖的消
息，逐渐也就心动了。性格
开朗的王先生说：“每天看
报纸，感觉中奖几率很大，
所以想碰碰运气，也算是助
力公益事业，结果一玩就是

好几年。”
据了解，王先生是土生

土长的海南人，性格开朗的
他想对彩民朋友们说：“买
彩票和运动健身一样，要持
之以恒，量力而行。”

作为一名老彩民，王先
生也中过许多小奖。这次
中头奖后他一开始并不知
情，还是在上班途中照例买
了份报纸，看到中奖信息后
才意识到自己中奖了。“这
组号码跟了两个多月，本来

都不想买了，多亏投注站的
老板给我鼓劲，让我坚持别
放弃，才能中这个头奖。”王
先生说，“中奖后暂时还没
告知家人，一是想制造惊
喜，二是不能因为中奖而影
响正常的生活，该工作还是
要工作的。”

说起这笔奖金的用途，
王先生准备将奖金的一部
分用于回报每一个帮助过
他的恩人，其余的奖金会和
家人一同分享。 中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