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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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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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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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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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历证医药证职称66565839

家教

●阳光名师家教66992211

工商咨询

●代办公司18539578966

出租仓库厂院

●30亩国有工业用地寻求合作
标准厂房租售18637101529

家政服务

●培训后保姆保洁65930584
●爱心家政保姆护工63883878

声明

●郑州市金水区阿毛老川菜馆
不慎丢失发票3张，发票号码：
92575327、92575330、925753
29，声明作废。
●河南周瑞实业有限公司遗失
中原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4910073569101,声明作废。
●辉县市兴隆淀粉制品厂食品
生产许可证副本，《食品生
产许可品种明细表》许可证
编号SC12341078200929遗失，
特此声明。

●河南千盛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遗失中原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49100735750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范中山（男）高级工程师证
遗失，证书编号B19060900
356管理号豫职改【2006】
129号，评审时间2006年11
月，声明作废。
●裴艳郑房权证字第1501276265
号房屋所有权证遗失,特此声明
如无异议发证机关将予以补发。
●河南省军区军械训练中心银
行开户许可证遗失，账号17
02120609026903756，核准
号J4910002800801，开户银
行中国工商银行郑州市花园
路支行军区分理处，声明作废
●刘铭，漯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临床医学专业毕业证遗失，
证书编号：137801201606000
313，声明作废。
●河南省教育创新研究会一带
一路文化发展中心公章和河
南省教育创新研究会传统文
化专业委员会公章丢失，声
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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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风采”22选5开奖公告

河南销售总额为374028元，中奖
总金额为172911元。

中奖注数
2注

339注
6229注

300注
265注

14注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83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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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0358元。

中奖注数
327注

0注
1050注

中奖号码：542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全国开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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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奖结果

中奖
号码

奖级 每注金额

本期本省投注总额：15046896 元，本省中奖总金额：
1353944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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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0注
87941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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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6 8
“排列5”第18352期中奖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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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星彩第18152期预测

重点号码看好1、4、8，奇偶比例关注
3∶4，大小比例关注4∶3，定位重点关注号
码：一位1、6，二位0、5，三位4、9，四位2、6，
五位0、8，六位1、4，七位3、8。

22选5第18353期预测

大小比例关注3∶2，奇偶比例关

注2∶3，重点号关注07、12、16，可杀号
03、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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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04、06、07、08、11、12、14、15、16、
18、20。

排列3第18353期预测

百位：4、6、7。十位：0、3、4。个
位：1、5、6。 夏加其

专家荐号

“五福临门”老彩民刮出大奖
出自巩义一投注站，收获刮刮乐奖金15万元

今日竞彩重点赛事投注推荐
日期

“二串一”玩法

12/26
（周三）

胜平负游戏单固玩法

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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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曼彻斯特联 VS 哈德斯菲尔德

103富勒姆 VS 狼队

155国际米兰 VS 那不勒斯

推荐

胜

负

负

百元可中奖

238元

230元

12月21日下午2点多，位于巩义
市安乐街的41710025投注站传出喜
讯，彩民中出福彩刮刮乐“五福临门”
奖金15万元。对巩义彩民来说，是一
个期盼已久的大奖，也是今年巩义刮
刮乐爆出的第一个大奖。

据了解，中奖者詹先生是南方人，
买福利彩票献爱心十余年了，经常在
巩义郑州两地往返工作，是位资深彩
民。他平时就喜欢买双色球和刮刮
乐，尤其爱买10元和20元的刮刮乐。
据詹先生介绍，当天下午2点多，他刚
好走到投注站，便顺道进去买了一本
10元的刮刮乐“好运十倍”和几张20
元的刮刮乐“摇钱树”，中了300元。

随后，他想去洗下手准备回家，可

等洗完了手，他又想，洗手转运气，干
脆再买张5元的刮刮乐“五福临门”。
谁知道刚刮开第一幅图，就看到下面
的10万元，手就有点抖，投注站业主一
看他的神情不对，忙提醒他再往下刮，
第四幅图又刮出了5万元。

据投注站业主说，自己刚开始经
营投注站几个月，下午2点多，詹先生
一进门就迎来了15万元大奖，真的是
运气太好。尤其是该彩民平时虽然爱
买，但很有节制，一般也就买几十元
的，这次他买了几百元的刮刮乐，这一
刮可就中了大奖。

中得大奖后，詹先生开心表示，自
己将会继续购买福利彩票，既做公益
献爱心，还能得好运。 豫福

近日，曼联在新帅索尔斯克
亚的带领下客场5∶1大胜加的夫
城，这也是弗格森退休后，他们第
一次在联赛中单场打入5球，拉什
福德、埃雷拉、马夏尔各入一球，
林加德梅开二度，重返首发的博
格巴贡献两次助攻，中锋卢卡库
则因身体和个人原因缺席，本场
比赛他也不会出场；其他伤兵中，
两名后卫斯莫林和罗霍已经基本
康复，在智利养伤的前锋桑切斯
要到元旦后方会归队。

哈德斯菲尔德上周末主场1∶
3输给南安普敦，遭遇联赛 5连
败，因净胜球优势才避免垫底；当
时因伤缺席的后卫范拉帕拉有可
能复出，中场穆伊和萨比里、后卫
A·史密斯等人继续缺席。索尔斯
克亚的首发人员安排并无新意，
但比赛的节奏明显有所加快，同
时换帅后曼联方面的精神面貌明
显有提升，大胜开局也足以增强
球队的信心。

另一场比赛。国际米兰上轮

补时丢球，客场被垫底的切沃逼
平，近4轮1胜2平1负只在主场
击败乌迪内斯，但在联赛中他们
保持主场6连胜；因为在训练中多
次迟到，中场纳英戈兰被俱乐部
暂时禁止参加足球活动并罚款10
万欧元，他已确定缺席本轮比赛，
主帅斯帕莱蒂也将对阵容进行轮
换，阿萨莫阿、博尔哈·巴莱罗及
加利亚尔迪尼都有望得到首发机
会，后卫米兰达是队内唯一的伤
员。

那不勒斯上轮主场1∶0击败
费拉拉SPAL取得联赛4连胜，近
6个联赛客场5胜1负只输给了尤
文图斯；后卫基里凯什仍在养伤，
后卫鲁伊也可能继续缺阵，俱乐
部已与后防核心库利巴利完成续
约，后者年薪达到600万欧元，合
同中不包含解约金条款，俱乐部
主席德劳伦蒂斯表示他上周刚拒
绝了巴黎圣日耳曼对库利巴利超
过1亿欧元的报价，目前他无意出
售库利巴利。 河体

周三竞彩强档推荐

红魔曼联延续换帅强势
2018年第51周河南福彩全省兑

付刮刮乐奖金597万元。
其中兑付15万元大奖1个，兑付3

万元大奖2个，兑付2万元大奖1个，兑
付1万元大奖1个。

本周所有面值彩票均有奖项兑

出。根据本周奖金兑付情况分析赢在
2018、五福临门及66顺88发等热点彩
票易中出。

福彩刮刮乐返奖率65%，中奖面
宽，即开即兑，欢迎购买。

豫福

河南福彩刮刮乐第51周大奖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