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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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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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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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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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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历证医药证职称66565839

家教

●阳光名师家教66992211

工商咨询

●代办公司18539578966

家政服务

●培训后保姆保洁65930584
●爱心家政保姆护工63883878

声明

●河南中医药大学郝黎婷（学

号2016270）学生证遗失作废

●郑州市惠济区富家足浴（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2410108M
A445WRM4F）营业执照正、副本
丢失，声明作废。

●刘亚兰2017年7月毕业于新

乡医学院三全学院临床专业

，本科毕业证遗失，证书编

号：13505120170550023，
声明作废

●河南省政协书画院，登记证

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24100007694669856，因登

记证书副本不慎遗失，现声

明作废

●郑州市管城区热风电动车商

行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统

一代码：92410104MA452
7L37K,声明作废。

●胡丹，洛阳师范学院大学本

科毕业证（编号1048212013
05001851）丢失，声明作废。

●郑州市中原区撼森木地板配

件商行营业执照正本丢失，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10102M
A40TAX85B，特此声明。

●因本人杨秋菊不慎将契税完

税证票号为0330828的办证

联和个人留存联丢失，特此

声明作废。

●孙淑凤，西郡原著购房款一

万元收据遗失，收据号：90
19082声明作废。

●洛阳恒伟房地产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遗失公章（编码4103
110031941）,财务专用章（

编码4103110031942）,合同

专用章（编码4103110031943）,
声明作废。

●洛阳市洛龙区随渔坊渔具商

行营业执照正本丢失，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2410307MA40
UN9N6C，声明作废。

●杨春甫丢失原南阳师范专科

学校政史专业专科毕业证，毕

业证号：8702039，声明作废。

●郑州卧龙宾馆不慎丢失停车

定额发票40本，纳税人识别

号：410105T70084171，票号：0
1272501-01274500，金额：10
000元，声明作废。

●本人马宏鑫，身份证号4101
82199602042935，于2018年
10月13日下午19时不慎把河

南启功置业有限公司旗下的

启盟时代小区B栋1224号商

品房意向购买合同书，收据

（金额119318元）遗失，特

此声明。

●孙鹏辉遗失济源职业技术学

院毕业证书,证书编号:1276
81201206000803，声明作废。

●禹娜娜身份证号：4107251988
11133949展业证丢失，证号：

020001410100803201708013
58，声明作废。

近日，从焦作市福彩中心了解
到，沁阳市建设南路中福在线销售厅
在一周内中出两注25万元全国大奖，
一时间该销售厅人气火爆，被彩民称
为“大奖福地”。

据该销售厅工作人员介绍，12月
14日，一位老彩民充值后开始进行

“连环夺宝”游戏。十几分钟后，这位
彩民在第三关拍出24颗宝石连线的
成绩，屏幕上闪现“恭喜中得累积奖
250000元”的字样。无独有偶，就在
这位彩民沉浸在大奖的喜悦时，12月
19日，另一位老彩民也在该销售厅中
得一注25万元全国大奖。“这位彩民
中奖特别快，当天他只玩了两分钟，
就在第二关中奖了。”

一周内两中25万元大奖，该销售
厅创造的“奇迹”激发了彩民的热情，
不少彩民纷纷来到该销售厅，希望沾
沾喜气。

该销售厅工作人员说：“中奖的

这两位彩民都十分淡定，他们以平常
心来看待彩票投注，才是他们能够中
奖的原因。”

好运继续，在距离2019年还有
11天的日子里，许昌市中福在线再传
喜讯，市区唐岗街销售厅中出全国累
积大奖。遗憾的是，由于当时全国累
积奖池不足25万，中奖彩民获得累积
奖金22.9万元。

20日中午，彩民冯先生来到唐岗
街销售厅开始“夺宝之旅”，当游戏进
行到第二关时，屏幕上齐刷刷地落下
20颗绿宝石，冯先生惊呼：“中大奖
了！”顿时引来了全场一片欢呼声。

今年以来，许昌中福在线已连续
中出26个全国累积大奖，平均每月中
出2个全国累积大奖。

在岁末年初之际，许昌中福在线
感谢广大新老彩民对中福在线的关
心与支持，同时也祝愿大家在新的一
年里收获满满！ 豫福

福彩3D第18354期预测

比较看好2、4、5出一码，重点可关
注百位或十位。四六分解式推荐：
2456—013789，后者六码包含三个奖号
的可能性较小。跨度参考 3、4、5、6、7、
8，和值参考09至20区段。

不定位组选试荐：027、047、056、
057、058、126、128、129、146、147、148、

149、156、158、236、238、239、267、346、
347、348、349、356、358、447。

双色球第18152期预测

红色球试荐：01、03、08、09、11、15、
16、18、20、23、26、28、30。

蓝色球试荐：06、08、10、11、14。

徐新格

22选5第183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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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16，可杀号10、
14；本期可能出现一组二连号，热点区
间关注一区。

推荐一个小复式：01、02、04、05、
06、09、12、13、15、16、18、21。

排列3第18354期预测

百位：1、3、8。十位：2、5、6。个
位：0、4、7。 夏加其

每注金额
18191元

50元
5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8353期中奖号码
1 2 6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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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7622元，中奖
总金额为166453元。

中奖注数
4注

210注
4624注
218注
177注
19注

0元
22439元
26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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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03 04 14 16 26 28 19

第2018152期

全国
中奖注数

0注
11注

185注
633注

6359注
11661注
77593注

全省
中奖注数

0注
0注
0注

19注
157注
360注

2216注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83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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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5186元。

中奖注数
444注

0注
667注

中奖号码：589

“排列3”第18353期中奖号码

6 9 1
“排列5”第18353期中奖号码

大乐透第18152期中奖号码

前区02 04 05 12 28后区08 11

6 9 1 2 9

河南彩民喜中双色球头奖
奖金970万元，目前奖池13.21亿元

今日竞彩重点赛事投注推荐
日期

“二串一”玩法

12/27
（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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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洛克伦 VS 布鲁日

103南安普敦 VS 西汉姆联

推荐

负

胜

百元可中奖

260元

12 月 25 日晚，福彩双色球第
2018151期开奖，红球号码为05、15、
19、25、26、29，蓝球号码为15。

当期双色球头奖4注，单注奖金
为970万多元。这4注一等奖花落4
地，辽宁1注，福建1注，江西1注，河
南1注，共4注。

二等奖开出203注，单注金额11
万多元。其中，贵州中出19注，排名
第一；江苏中出18注，排名第二；山东
中出16注，排名第三；广东（不含深
圳）中出15注，排名第四；辽宁中出12

注，排名第五；另外，其它地区二等奖
均低于12注。当期末等奖开出702
万多注。

开奖号码方面，当期红球号码大
小比为4：2，三区比为1：2：3；奇偶比
为5：1。其中，红球开出两枚重号15、
19；一组二连号25、26；两枚斜连号
05、19；一组同尾号19、29；一组三同
尾号05、15、25；蓝球则开出15。

目前，当期计奖后，双色球奖池金
额为13.21亿多元，下期彩民朋友将有
机会2元中得1000万元。 豫福

焦作、许昌彩民
再揽中福在线好运

专家荐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