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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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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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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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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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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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商咨询

●代办公司18539578966

家教

●阳光名师家教66992211

招聘

●聘业务员13838314569

房地产

●国有土地转让合作建厂房出

售整栋整层标准厂房售万博

正弘凯宾城商铺13703860367

家政服务

●培训后保姆保洁13838195700

家电维修

●50元专移修收空调53778919

公告

●注销公告：新乡市航达过滤设

备有限公司（注册号4107031
00001102）股东会决定，即日

起解散公司，本公司已成立清

算组进行清算，请债权债务人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

到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

声明

●新郑市龙湖镇炫启回转自助

火锅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
2410184MA3XGC6P5N)营业

执照副本丢失，声明作废。

●梁晓娜郑州澍青医学高等专

科学校临床专业毕业证丢失，

证书编号1294812008060006
87，声明作废。

●冉艳娟河南中医学院护理专

业本科毕业证遗失编号1047
15201605000958声明作废

●郑州市二七区丁丁洋回转自

助火锅店(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2410103MA43J3GY9A)营
业执照副本丢失，声明作废。

●梁晓娜河南科技大学临床专

业本科毕业证丢失，证书编

号104645201305000084，
声明作废。

●大众汽车牌SVW71612GH，发动

机号码AJ5505，合格证编号W
AE031805003181，车辆识别

代号/车架号码LSVNY4BR6JN
011393丢失，特此声明。

●河南迈卡汽车运动俱乐部民

办非企业单位等级证书副本

丢失,编号:民证字第050230号，

代码:396638333，声明作废。

●周玉荣2018年8月3日于正商
环湖春天开具发票，票号000
99430，金额49.6万元，已遗

失，声明作废。

●张先玉执业药师注册证丢失，

注册证编号412216130819执
业单位:南阳市宛城区佰信医

药有限公司连锁29店,声明作废.

●本人：余海萍，身份证号：

5139021990010208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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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金额捌万元，签

订日期：2013年9月26日，合

同编号：00010760。现声明

该合同作废，不再具有任何

法律效力。

●夏爽，信阳师范学院生物科

学专业本科毕业证丢失，证

书编号：1047712011050711
02，声明作废。

●张欣欣遗失护士专业技术资

格证书，证书编号201714114
0110389，声明作废。

●本人：张霖，身份证号：41
02021977111205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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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金额伍万元。签

订日期：2014年12月18日，

合同编号：2015-00171，现
声明该合同作废，不再具有

任何法律效力。

●河南永丽源中医药研究院(
信用代码91410105MA45PLA3
07）,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森凯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10300MA40
3TLR4Q、91410300MA403TLR4
Q（1-1）公章丢失，编号为410
3110131238，财务章丢失，编

号4103110131239，声明作废

市场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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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将于2018年10月20日10时至2018
年10月21日10时止在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
络平台上（网址：http：//sf.taobao.com/law_court.htm?spm=
a213w.3064813.0.0.c4EW5h&user_id=2014980886,户名：平顶
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被执行人陈宏宇名下1.位于郑州市金水区金
水路299号7号楼1单元25层70号；2.位于焦作市山阳区塔南路新
新家园6号楼1号商店房产进行第二次公开拍卖。

咨询、展示看样的时间与方式：自2018年9月27日10时至
2018年10月19日17时止接受咨询和看样。

报名截止日期为2018年10月19日17时。
详细情况请登录上述网站查看本院发布的《拍卖公告》、《拍卖

须知》和《拍卖标的调查情况表》中的要求和说明。
咨询电话：13837507999（刘）
监督电话：0375-2862230
特此公告

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七日

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今日竞彩重点赛事投注推荐
日期

“二串一”玩法

9/29（周六）

胜平负游戏单固玩法

9/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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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9西汉姆联VS曼彻斯特联

070切尔西VS利物浦

004大阪钢巴VS广岛三箭

推荐

负

负

负

百元可中奖

374元

197元

七星彩第181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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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二
位3、8，三位4、6，四位3、5，五位
2、3，六位1、6，七位0、5。

22选5第18265期
大小比例关注3∶2，奇偶比

例关注2∶3，重点号关注07、14、
22，可杀号 03、09；本期可能出
现一组二连号，热点区间关注
三区，推荐一个小复式：01、06、
07、08、12、13、14、16、18、19、21、
22。

大乐透第18114期
推荐“9+3”：04、09、12、17、

20、21、26、30、32+03、05、12。

排列3第18265期
百位：2、6、8。十位：1、3、

7。个位：4、5、6。 夏加其

专家荐号

0元
37232元
26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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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10 13 15 18 21 30 22

第2018114期

全国
中奖注数

0注
7注

197注
593注

6644注
12176注
82171注

全省
中奖注数

0注
1注
5注

22注
184注
436注

2865注

每注金额
8015元

50元
5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8264期中奖号码
3 4 16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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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582元，中奖
总金额为181043元。

中奖注数
9注

393注
6057注

167注
187注

18注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82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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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2552元。

中奖注数
442注
356注

0注

中奖号码：004
“排列3”第18264期中奖号码

1 9 0
“排列5”第18264期中奖号码

七星彩第18113期中奖号码

9 3 4 5 4 1 5

1 9 0 2 2

福彩刮刮乐送好运

焦作彩民收到“福运红包”大奖

西汉姆联上周末主场爆冷0∶0逼平切尔
西，近期他们主场8∶0血洗英乙球队马格斯
菲特。曼联上周末主场1∶1战平狼队，随后，
2∶2 战平英冠球队德比郡，并最终点球落
败。曼联过去两轮联赛均客场赢盘，而且他
们战绩也相当优秀，此役值得高看。

重点点评

9月25日，焦作武陟县
红旗路上的41580697投注
站传出欢笑声，原来有人中
了福彩刮刮乐20万元大奖。

据该投注站销售员白
女士回忆，中奖彩民是一位

老彩民，对福彩的各种玩法
都有兴趣。他认为偶尔购
买彩票，在奉献爱心的同
时，还可以缓解工作中的压
力，所以一有空，他就到投
注站买上几注彩票或者刮

几张“刮刮乐”。
25日，中奖彩民像往常

一样来投注站买彩票，一眼
就相中了“福运红包”，便让
白女士为他拿出几张刮了
起来。当他刮到第 10 张

时，将信将疑地把彩票交给
白女士核对，经确认，他真
中了20万元的头奖。“没想
到，真的中奖了，以后我还
会继续支持福利事业。”中
奖彩民激动地说。 豫福

9月26日晚，体彩大乐
透第18113期开奖，全国仅
浙江中出1注1000万元头
奖。当期开奖过后，大乐透
奖池上升至65.57亿元。

当期中奖号码为：前区
“08、12、27、31、33”；后区
“04、08”。前区号码大小
比、奇偶比均为 3：2，“08”
为上期重号，“33”则是遗漏

19期开出的冷号，“12”此
前也失踪13期；后区开出
双偶组合，其中“08”在遗漏
18期后终于现身，“04”则
为隔1期开出，目前后区最
冷号码由“06”取代，截至目
前已13期未开出。

数据显示，当期全国唯
一头奖落户浙江湖州，中奖
彩票是一张36元的“6+3”

复式票，加上小奖单票总奖
金达1029万多元。

当期二、三等奖奖金也
不逊色。二等奖全国共开
出68注，每注奖金为13.29
万元，其中24注采用追加
投注，每注多得奖金7.97万
元，追加后二等奖单注总奖
金为21.27万元；三等奖开
出638注，每注奖金为5543

元，其中218注采用追加投
注，每注多得奖金3325元，
追加后三等奖单注总奖金
为8868元。

当期体彩大乐透全国
共销售2.04亿元，为社会筹
集公益金7377万元。当期
开奖过后，体彩大乐透奖池
再攀升，达到65.57亿元，创
历史新高。 河体

体彩大乐透开出1注千万头奖
目前奖池65.57亿再创新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