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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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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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件网站●航空售票●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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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教

●阳光名师家教66992211

培训招生

●学历证资格证职称66565839
上小初高好校咨询66565839

工商咨询

●代办公司18539578966
●免手续费代办公司55909075
●代办疑难公司13503711111

出租仓库厂院

●厂院十亩食品优先13503865210

公告

●寻亲公告无名男约

30岁智障2018年8
月8日该人在嵩山

路南四环桥下流浪

马寨公安分局将人护送来站

有知情者自登报15日内与郑

州市救助管理站联系电话

0371-68953510

家政服务

●培训后保姆保洁65930584
●专业清洗保洁13663711996

寻人启事

●郑佳辉，男，出生
日期2010年6月27
日，于2010年9月
14日在河南省新
郑市龙王乡村被
郑留栓事实收养，未找到亲生
父母，特发寻亲公告请知情人
或亲生父母联系15093211448

家电维修

●厂家移修加氟清洗53366658

声明

●陈姚红身份证号4101031977
07193727原河南省郑州人民
警察学校普通中等专业学校
毕业证书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旺运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5
0572100847）增值税普通发
票领购簿遗失，声明作废。
●河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
业生郭志，毕业证书遗失，证
书编号：0137492，声明作废。
●王彬珲身份证号码41048119
9304280513不慎将河南绿地
城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的收据
丢失票据号0077402金额计
22200元声明作废。由此产生
的任何责任由本人承担，与河
南绿地城置业有限公司无关
●李瑜欣，河南农业大学卫检专
业本科毕业证丢失，编号:豫教
学证字0417008号，声明作废。
●和佳欣《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为Q410987031,不慎丢失，
声明作废。
●王丽遗失郑州人民警察学校
毕业证书，证号0950354，
声明作废。
●王睿玲遗失郑州人民警察学
校毕业证书，证号0950290，
声明作废。
●沙军枝个体营业执照正副本
丢失，注册号410104600409
853，声明作废。

●郑州市管城区嘉卿百货用品

店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注

册号410104600621116，声
明作废。

●张建华身份证号4101021976
01011554原河南省郑州人民

警察学校普通中等专业学校

毕业证书丢失声明作废

●李晓冰身份证丢失证号4127
21198008130024特此声明

●丁娥菊(身份证号码4101051
97606056160).遗失郑州人民

警察学校毕业证书，声明作废。

●郑州伊之乐商贸有限公司(社会
统一信用代码9141010539748706
3A)营业执照副本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云龙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注册

号：410192000051582，声
明作废。

●贺中海,男,身份证号410726
197603060038新乡师范高等

专科学校函授大专毕业证书

丢失，证书编号1091652001
0600197,声明作废。

●李海峰身份证号4101021976
03104519原河南省郑州人民

警察学校普通中等专业学校

毕业证书丢失声明作废

●王萌萌，漯河职业技术学院外

语系英语专业毕业，档案、就业

报到证、毕业证不慎遗失，毕业

证书编号108351201206004480
声明作废。

●本人：徐帅府，身份证号：

411328199011306517，不慎

遗失合同：河南中金珠宝“黄

金保管及委托租赁”业务

协议书，合同金额：50000
元，签订日期2014年3月3日，

合同编号：2011-000169
62，现声明该合同作废，不

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

●张晓晓，河南科技大学日语

专业本科毕业证丢失，毕业

证编号:1046442012005956,
声明作废。

平常心购彩

济源彩民收获“22选5”头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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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50136 元，本省中奖总金额：
2927089元。

红色球

05
蓝色球

04 07 16 20 24 30

第2018094期

全国
中奖注数

全省
中奖注数

0元
137747元

3000元
200元

10元
5元

0注
148注

1301注
62638注

1144407注
8907745注

0注
2注

19注
2025注

41484注
354951注

每注金额
15714元

50元
5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8219期中奖号码
7 15 19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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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7202元，中奖
总金额为131305元。

中奖注数
4注

240注
4025注

123注
132注

9注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82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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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4006元。

中奖注数
501注

0注
1071注

中奖号码：391

“排列3”第18219期中奖号码

8 7 1
“排列5”第18219期中奖号码

七星彩第18094期中奖号码

1 2 5 6 4 9 7

8 7 1 5 2

七星彩第18095期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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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选5第18220期预测

大小比例关注2∶3，奇偶比

例关注2∶3，重点号关注06、10、
17，可杀号 14、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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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4、
06、07、08、10、11、13、15、16、
17、22。

排列3第18220期预测

百位：1、3、8。十位：2、6、
7。个位：0、5、6。 夏加其

专家荐号

购彩，有人笃信自选，
有人钟爱机选，有人选择号
码长期跟守，有人选取经济
实惠的胆拖投注，还有人采
用复式投注提高命中几率
……近日，济源彩民张先生
有幸收获了福彩“22选5”一
等奖，奖金3万余元。

据了解，张先生是位老
彩民，已有8年购彩经验，平
日里他的爱好就是买彩
票。8月11日下午，张先生
来到家附近的福彩投注站，
进门后就在走势图前站定，

研究起号码走势来。也许
是当天选号状态不佳，看了
半天也没有选出心仪的号
码，于是他就拿出以往准备
好的复式号码，让投注站业
主打了出来。

当天晚上习惯性地查
询当期“22选5”开奖号码，
结果让他惊喜不已，还真是
中了一等奖。张先生非常
兴奋，虽然“22选5”的一等
奖奖金并不像“双色球”那
么可观，但这也是对他多年
坚持购彩的回报和激励。

“福利彩票是公益事业，中
不中奖，都是一种奉献；投
注不多，收获快乐！以后会
继续保持平常心，一如既往
地支持福利彩票事业。”

福彩“22选5”是河南省
独具特色的本地游戏，彩民
只需从22个号码中选出5
个，即可投注；“小玩法、大
奖金”“盘小好抓球”一直是
它独有的魅力，更被彩民誉
为“万元户生产线”，深受彩
民喜爱。

豫福

近期，皇家马德里在一
场热身赛中3∶1击败AC米
兰，最后归队的莫德里奇也
替补亮相，目前全队只有一
名伤兵后卫阿莱霍。历史
上皇马共参加了6次欧洲超
级杯，其中最近 4 次都夺
冠。马德里竞技新赛季继
续招兵买马，引进了创俱乐
部转会费纪录的摩纳哥中
场勒马尔，此外还有AC米
兰前锋卡利尼奇、贝蒂斯门

将阿丹、里斯本竞技前锋热
尔松等人，整体实力进一步
提升。马竞历史上只有两
次参加欧洲超级杯的记录，
分别击败切尔西和国际米
兰夺冠。

比赛在爱沙尼亚的塔
林进行，双方在最近的9次
交锋中难分高下。皇马热
身赛3胜1负状态并不差。
马竞热身赛方面1胜2平2
负，还需要一定磨合的时

间。本场超级杯对决，略偏
向近期状态更好的皇马取
胜。

另一场比赛，克鲁塞罗
首回合在客场1比0击败了
桑托斯，晋级前景乐观，中
场布鲁诺·席尔瓦本轮回
归，前锋弗雷德、萨沙两人
养伤。桑托斯继续低迷，上
周末巴甲1比3客场输给米
内罗竞技，目前各项赛事连
续8场不胜。缺席了5场比
赛的后卫维里西莫伤愈回
归，中场爱德华多·萨沙、尤
里两人在养伤。

克鲁塞罗本赛季已经
两次在客场击败桑托斯，近
5次交锋3胜2平不败。桑
托斯方面本赛季的目标是
在联赛中保级，杯赛恐怕已
经无力竞争，本身他们在杯
赛中做客的表现也很差，本
场首选主胜。 河体

竞彩周三强档推荐

超级杯皇马占据优势
今日竞彩重点赛事投注推荐

日期

“二串一”玩法

8/15（周三）

胜平负游戏单固玩法

8/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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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6 皇家马德里 VS 马德里竞技

018 克鲁塞罗 VS 桑托斯

008神户胜利船 VS 广岛三箭

推荐

胜

胜

负

百元可中奖

327元

222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