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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地 转 让
位于商丘市示范区星林路与江华路，

占地35亩，有土地证、房产证，整体出售，
有意者请联系。

电话：0370-3168887 手机：13523806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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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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 房 公 告
尊敬的泰成悦府二期业主朋友：

您好!您所购买的泰成悦府二期住宅已经具备交房条件，我们将于2018年8月31日正式启
动交房，为保证您顺利收房，瑾在此将交房公告和相关流程通知于您，请您仔细阅读本公告书内
容，如有不详之处，请拨打咨询电话：0371-60251672；

具体交房时间、地点：
9#：2018年8月31日 10#：2018年9月1日-9月2日 11#：2018年9月3日
12#13#：2018年9月4日 14#：2018年9月5日 15#：2018年9月6日
16#：2018年9月7日 17#：2018年9月8日
交房地点：河南省荥阳市文博路与棋源路交汇处向南100米（泰成悦府小区东大门10号楼商铺1楼）
温馨提醒：我们（荥阳宸华置业有限公司）开发商将于2018年8月27日正式向您所签订的《商品
房买卖合同》上面的联系地址，发送邮政EMS快件，请您一定保持手机畅通，签收快件！请您务
必在规定时间内办理收房手续，否则，将视为您已收房，物业服务公司将计收物业服务费及其他
相关费用。

荥阳宸华置业有限公司再次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理解和支持，并恭祝您收房顺利，乔迁之喜！
荥阳宸华置业有限公司

2018年8月29日

招商公告
河南高速公路发展有限责任

公司灵宝服务区因经营需要，现
将餐饮类档口面向社会公开招商。
一、有意向者请于2018年8月
30日-2018年9月5日到连霍
高速K864公里处灵宝服务区
领取招商资料。
二、联系人：张部长

电话：13939854154

招商公告
因经营需要，河南交投服务区

管理有限公司周口东服务区后厨合
作经营项目已批准实施，现进行招商。
1.有意向者请于2018年8月29日-9月4
日来大广高速K2069公里处周口东
服务区领取招商资料。
2.联系人：王经理
电话：15936918808

3.经检监察员：高经理
电话：13838611230

淮阳服务区招标公告
河南交投服务区管理有限公

司淮阳服务区南区餐厅、南区便利
店、北区综合楼房顶维修项目已批
准实施，资金已落实，现进行招标。

有意向者请于2018年8月29
日-9月4日来商周高速K119公里
处淮阳服务区领取招商资料。
1.联系人：王磊 电话：18538667171
2.纪检监察员：高宁
监督电话：13838611230

淮阳服务区
2018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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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权转让通知书
甘肃有色兰澳工贸公司：

上海锦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受让交通银行甘肃省分行有色兰澳工贸公司贷款债权本金
3170万元及利息后，2018年8月24日通过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挂牌协议转让该笔债权（截至
2018年7月18日本金3170万元、欠息54062281.37元、费用236814.91元）给河南地标企业管
理咨询有限公司，河南地标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现为该债权权利人。特此通知。

河南地标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018年8月29日

大乐透开4注头奖，奖池63.42亿元
江苏购彩者采用追加投注，收获奖金139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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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19160 元，本省中奖总金额：
13427820元。

红色球

02
蓝色球

02 11 14 15 29 33

第2018100期

全国
中奖注数

全省
中奖注数

10000000 元
234630 元

3000元
200元

10元
5元

3 注
91 注

1029 注
50558 注

969856 注
8673758 注

1 注
3 注

60 注
2004 注

38850 注
350926 注

每注金额
19054 元

50元
5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8233期中奖号码
3 5 12 1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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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9234元，中奖
总金额为186995元。

中奖注数
3 注

298 注
4574 注

213 注
224 注

36 注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82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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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6774元。

中奖注数
540注

0注
1047注

中奖号码：579
“排列3”第18233期中奖号码

1 1 1
“排列5”第18233期中奖号码

七星彩第18100期中奖号码

7 8 6 5 8 4 0

1 1 1 1 9

七星彩第18101期预测

重点号码看好2、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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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二
位3、7，三位4、5，四位7、9，五位
3、4，六位2、7，七位4、5。

22选5第182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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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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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 08 10 12 13 14 16 18
20 21。

排列3第18234期预测

百位：3、5、8。十位：2、4、
9。个位：1、4、6。 夏加其

专家荐号

8月27日，体彩大乐透
第18100期开奖，全国开出
4注头奖，分落内蒙古、江
苏、安徽、甘肃。其中内蒙
古、安徽和甘肃的购彩者未
进行追加投注，仅获得基本
单注奖金869万元，而江苏
购彩者由于采用了追加投
注，多得追加奖金 521 万
元，使得追加后单注总奖金
达到1390万元。

当期开奖结束后，奖池
金额小幅下降，至63.42亿
元。当期全国共销售2亿
元 ，为 社 会 筹 集 公 益 金
7200万元。

当期，前区开出号码

“06、20、21、26、30”，后区
开出号码“06、09”。前区除
1号段上的号码隐身以外，
其它各号段均有号码开
出。大小比4∶1，奇偶比1∶
4。

当期，全国开出的4注
头奖，分落内蒙古、江苏、安
徽、甘肃。其中，江苏中出
的1注1390万元头奖，出自
常州，中奖彩票是一张 15
元5注单式追加票，其中1
注命中头奖。

安徽省六安和甘肃省
临夏各中出1注869万元头
奖，两地中奖者均采用的是
10元5注的单式投注法，一

举击中头奖。
内蒙古中出的1注869

万元头奖出自鄂尔多斯，中
奖彩票是一张“8+2”小复式
票，投注金额112元，该票
不仅中得 1 注 869 万元头
奖，还中得三等奖15注和
四等奖30注和若干小奖，
单票中奖金额874万元。

当期开奖结束后，奖池
金额小幅下降。将有63.42
亿元奖池金额滚入8月29
日（本周三）第18101期开
奖。2元可中1000万，3元
可中1600万，小伙伴们快
到身边的体彩投注站买上
几注吧。 河体

中大奖后，要给老婆送惊喜
漯河彩民收获“中福在线”25万大奖

2018年8月22日21时
15分，漯河市建设路中福在
线销售厅传来喜讯，幸运彩
民王先生在连环夺宝游戏
第三关拍出24个红宝石，
喜中25万元大奖！这是近
年来漯河市中出的第58注
25万全国累积奖！

据了解，王先生是福利
彩票的忠实粉丝，双色球期
期都买，玩中福在线视频彩

票只有一年多的时间。“之
前有朋友带我来中福在线，
试了一下感觉挺好玩，觉得
这种玩法挺新颖的。”

8月22日晚上，如往常
一样，王先生又来到了建设
路销售厅拍“连环夺宝”，玩
了没多久，便在第三关以每
条线100分、5线连投的方
式拍出了24颗红宝石，一
举夺得 25 万元全国累积

奖。王先生说，虽然自己之
前一直盼望着25万大奖，
但是真的中了，还真不知
所措，傻愣愣地看了半天，
多亏了旁边的彩民朋友提
醒，才回过神来确认自己真
的中得了最高奖。

中奖次日，王先生就来
到漯河市福彩中心兑奖，他
笑着说可以给自己老婆一
个大惊喜了！ 豫福

今日竞彩重点赛事投注推荐

日期

“二串一”玩法

8/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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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北现代VS水原三星

007塞萨洛尼基VS本菲卡

推荐

胜

负

百元可中奖

296元

这是亚冠1/4决赛中唯一的本国球队之间的内战，全北现代
目前在国内联赛中排名第一，领先第二名多达11分，球队最近3次
参加亚冠均闯进了八强，最好的成绩是在2016年夺冠。水原三星
自 2011 年之后再一次晋级亚冠八强，他们目前在联赛中排名第
四，与全北现代的分差多达21分。因伤休战了一个多月的主力门
将申和容上轮联赛正式复出，边锋瓦格尼奥和中场朴钟佑有伤在
身。两队最近9次交手，全北现代6胜2平1负，这也是双方实力的
真实反映，首回合看好坐镇主场的全北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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