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商咨询 ●商标专利

●行业认证 ●药品器械

●抵押贷款 ●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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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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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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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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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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聘

●长期招水电预埋安装工人

6--8千元包吃住15803897686

家教

●阳光名师家教66992211

工商咨询

●代办公司18539578966
●代办疑难公司13503711111

信息窗口

●鱼塘有水合作13937163371

家电维修

●空调维修移机加氟55573595
●厂家移修加氟清洗53366658
●50元专移修收空调53778919

声明

●杨国华因家突遭变故，致使

本人郑房权证字第02010167
74号房屋所有权证遗失，特

此声明。

●河南省煤田地质局三队不慎

遗失为获嘉县国土资源局开

具的河南增值税普通发票一

份，发票代码:04100180010
4；票号:31733751；金额:34
0000元，声明作废。

●郑州市金水区鹏飞台球厅(信用
代码92410105MA40XR8K25)
营业执照副本丢失,声明作废。

●郑州富瑞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410104716796
323P，银行开户许可证丢失，

现声明作废。

●周亚萍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

校毕业证书丢失，证号1295
01201306002008，声明作废

●乔梁，河南农业大学计算机

应用与维护专业专科毕业证

丢失，编号04982201，特
此声明作废。

●中国工商银行郑州分行员工

李志勇，工作证不慎遗失，

证号02040059，声明作废。

●本人索著作,身份证号411403
199010257256,因个人原因,
不慎丢失鑫苑广晟置业有限

公司开具的鑫苑城六号院4号
楼2单元13层1602号的维修基

金收据单,收据编号4700870,
金额5548元;和产权登记的费

用收据单,收据编号4698171,
金额80元,特此声明.由此引起

的任何法律责任,由本人承担。

●郑州百文集团有限公司郑房

权证字第0101055952号和01
01055891号房屋所有权证不

慎遗失，声明作废。如无异议，

发证机关将予以补发。

●王静(身份证号4102021978
11061520)药学(中级)专业技

术资格证书丢失，证书编号1
4082181，声明作废。

2018年9月8日 星期六 责编 张琛星 美编 冯帅

彩票AⅠ·15

今日竞彩重点赛事投注推荐
日期

“二串一”玩法

9/8（周六）

胜平负游戏单固玩法

9/8（周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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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0桑德兰VS福利特伍德

024英格兰VS西班牙

009布里斯托尔流浪VS普利茅斯

推荐

胜

胜

胜

百元可中奖

431元

178元

七星彩第18105期
重点号码看好3、4、9，奇偶比

例关注4∶3，大小比例关注3∶4，
定位重点关注号码：一位3、9，二
位2、3，三位4、7，四位4、9，五位
3、5，六位2、5，七位4、5。

22选5第18244期
大小比例关注2∶3，奇偶比

例关注3∶2，重点号关注03、09、
14，可杀号 16、18；本期可能出
现一组二连号，热点区间关注
二区，推荐一个复式：01、03、04、
06、07、09、10、13、14、16、17、21。

大乐透第18105期
推荐“9+3”：05、08、12、17、

21、24、29、30、35+04、08、09。

排列3第18244期
百位：2、6、7。十位：0、3、

4。个位：1、5、6。 夏加其

专家荐号

1552751元
17063元
1655元
200元
50元
10元
5元

福彩“七乐彩”开奖公告

一等奖（7+0）
二等奖（6+1）
三等奖（6+0）
四等奖（5+1）
五等奖（5+0）
六等奖（4+1）
七等奖（4+0）

中奖结果

中奖号码

奖级
每注
金额

05 09 11 12 13 28 30 03

第2018105期

全国
中奖注数

1注
13注

268注
853注

8689注
15333注
98508注

全省
中奖注数

0注
0注
1注

19注
192注
484注

2618注

每注金额
36454元

50元
5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8243期中奖号码
1 6 1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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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9892元，中奖
总金额为194578元。

中奖注数
2注

332注
6255注

249注
214注

24注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82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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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8360元。

中奖注数
603注

0注
1668注

中奖号码：639

“排列3”第18243期中奖号码

7 9 0
“排列5”第18243期中奖号码

七星彩第18104期中奖号码

4 5 1 6 3 0 3

7 9 0 3 0

“每天买两注，做公益我也有份”
开封购彩者收获排列五10万元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杨惠明 通讯员 敬建敏

金秋9月，河南体彩开
封分中心迎来了两位兑付
排列 5 的购彩者，都是第
18236期的彩票，其中，郝
先生是单式票购买 5 注。
收获10万元奖金。

郝先生买体育彩票的
时间不长，但是比较喜欢选
号简单，中奖固定的排列玩
法。他总是在选几注排列3
的基础上，再加上两个号码

组成排列五。“这样心里比
较踏实，就是不要让10万
奖金溜走了，这样的选号方
法，其实我们那儿的都是这
样玩的。”也正是这样的选
号方法，让郝先生同时收获
了排列3和排列5的奖金。

现场，郝先生还专门问
了工作人员一个专业问题：
彩票上那句“感谢您为公益
事业贡献3.7元”这项资金

都用到哪里了？
体育彩票是依据“来之

于民，用之于民”的宗旨筹
集公益金的，筹集的公益金
不低于70%的资金用于开
展群众体育工作，不高于
30%的资金用于资助竞技
体育工作。

首先，不低于70%的资
金开展群众体育工作这方
面，其中在援建全民健身场

地设施，捐赠体育健身器材
占80%以上。

其次，不高于30%的资
金用于资助竞技体育工作，
这方面主要用于资助高水
平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支
持国家队备战和参加国际
综合运动会等。

在工作人员讲解后，郝
先生开心地说：“每天买两
注，做公益我也有份。”

近期，许昌彩民接连收
获中福在线大奖，继8月31
日间中出两个全国累积大
奖之后，9月3日，再次爆出
两个全国累积大奖；9月4
日下午，光明路销售厅再传
喜讯，中出全国累积大奖。

9月3日上午，许昌市
区唐岗街销售厅铁杆彩民
黄先生在“连环夺宝”游戏
第三关时，囊获了累积奖。

当晚9点左右，禹州张
先生在禹王广场销售厅办
了张卡投注，由于是第一次
接触中福在线，张先生一边
投注，一边让工作人员介绍
游戏玩法。当在“连环夺
宝”游戏进入第三关时，摘
得了 25 万元全国累积大
奖。“真是没想到啊，第一次
玩中福在线，就中了25万
大奖”。张先生激动地说。

9 月 4 日下午 5 点左
右，许昌市区光明路销售厅
彩民，以5注200分的方式，
在“连环夺宝”游戏第二关
中出21个祖母绿，中得全
国累积大奖。

惊喜不断上演，喜讯频
频传出，自7月14日到9月
4日，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
许昌彩民已连续中出了11
个全国累积大奖。 豫福

不到俩月中出11个全国累积大奖

许昌彩民频揽中福在线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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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星彩”各号位近期分布图
七号位

英格兰中卫卡希尔和前锋
瓦尔迪在世界杯后均已宣布从
国家队退役，新赛季一直在养
伤的门将波普并未入选，利物
浦后卫乔·戈麦斯等再次得到
征召。西班牙再次进入改革
期，恩里克首次出征就面临硬
仗，也大大降低了开门红的机
会，此役看好英格兰取胜。

重点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