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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5日，信阳供电公司2018
年度人才素质提升工作进入收尾阶
段。信阳公司以岗位需求为驱动，以多
维培训为抓手，以人尽其才为目标，建
设“岗位分析科学化、人才培养差异化、
人岗匹配最优化”的“三化”人才培养模

式，快速提升供电企业员工岗位素质
能力，加速员工个人价值增值。今年，
该公司联合省公司人资部、技培中心
开展9次本地培训，1次本地技能鉴
定，共874人受益，其中756人取得相
应技能等级证书。 （杨帆 李慧）

信阳供电：强化人才队伍建设 提升企业发展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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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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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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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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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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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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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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

●郑州市管城区乐购食品便利

店税号4108811981091055
30发票领购本丢失声明作废

●登封市市区仁贵干菜门市税

务登记证正本丢失，证号：4101
25196001260012，声明作废。

●王鑫1001027400号契税完税

证办证联丢失声明作废

●郑州市金水区新雅口腔门诊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10105MA
41X2U01N)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苗红郑房权证字第0901033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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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登辉,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

毕业证书遗失,证书编号1350
51201605125003,声明作废。

●高晓峰，安阳大学毕业文凭

（编号4932004），不慎丟失，

声明作废。

●李振宇丢失郑州市澍青医学

高等专科学校临床医学专业

的毕业证，证书编号：12948
1201706000088，声明作废

●新乡伟杰奶业有限责任公司

拟注销，望债权人速到公司办

理相关手续。

●洛阳思讯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编码4103050134
005），声明作废。

●王冲冲股权出质设立登记通知

书丢失，证号（西工）股质登记

设字［2017］第6号，声明作废

司雪荣股权出质设立登记通知

书丢失，证号（西工）股质登记

设字［2017］第7号，声明作废

吴俊香税务登记证正本丢失，

税号为豫国税洛老字410327
19810411242903，声明作废

●本人马培身份证号4101051981
07125613不慎将河南升龙商业

管理有限公司开出的收据丢失，

票据号0004740，金额大写伍千

圆整，声明作废。由此产生的

任何经济纠纷与河南升龙商业

管理有限公司无关。

七星彩第18153期

重点号码看好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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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二位1、4，
三位0、4，四位2、7，五位4、5，六位
1、6，七位1、8。

22选5第18356期

大小比例关注3∶2，奇偶比例
关注 2∶3，重点号关注 07、12、18，
可杀号03、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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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8、11、12、
14、15、17、18、20、21。

大乐透第18153期

推荐“9+3”：03、09、12、14、18、
21、28、29、32+01、04、06。

排列3第18356期

百位：1、4、8。十位：2、3、7。
个位：0、5、6。 夏加其

专家荐号

5000000元
19440元
23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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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 10 19 20 22 27 30 05

第2018153期

全国
中奖注数

1注
18注

299注
1380注

11096注
24084注

124440注

全省
中奖注数

0注
0注
3注

39注
263注
689注

3230注

每注金额
10219元

50元
5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8355期中奖号码
5 7 10 16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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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6280元，中奖
总金额为218944元。

中奖注数
6注

477注
7135注
238注
326注
29注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83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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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1742元。

中奖注数
421注
533注

0注

中奖号码：787

“排列3”第18355期中奖号码

3 7 8
“排列5”第18355期中奖号码

七星彩第18152期中奖号码

4 7 2 7 6 2 7

3 7 8 2 7

今日竞彩重点赛事投注推荐
日期

“二串一”玩法

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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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托特纳姆热刺 VS 狼队

145利物浦 VS 阿森纳

推荐

胜

胜

百元可中奖

176元

安阳大奖得主捐善款10万元
收获双色球666万元头奖，善举引来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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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8日晚，福彩双
色球第2018148期开出11
注头奖，单注奖金为666万
多元。我省安阳彩民有幸
揽获2注，其中1注出自安
阳市殷都区骈家庄路口西
南角第 41550280 号投注
站，单式投注，票面金额8

元，中得奖金666万元。
12月26日上午，大奖

得主王先生现身省福彩中
心兑奖大厅。当工作人员
笑着问上个礼拜开的奖，怎
么才来领奖时，王先生难掩
欢喜的神态：“我得平复一
下心情，才能来领奖啊！”

王先生说，开奖当天得
知自己中了大奖，激动得整
晚睡不着。过了好几天后，
他的心态才总算恢复了平
静。他已经购彩9年了，最
喜欢的还是双色球，平日里
有时会机选几注。这次的
中奖彩票是他购彩时参照

别人的号码打的，没想到竟
意外擒住了大奖！

现场，王先生表示自己
中了大奖，希望能做些善
事，愿意向河南省慈善总会
福彩慈善基金捐款 10 万
元，为公益事业贡献一份力
量，引来众人点赞。 豫福

12月 29日上午9时，
体彩竞彩足球游戏将正式
开售2019年阿联酋亚洲杯
第一轮12场小组赛，胜平
负、总进球数、比分等玩法
均可接受单场投注。

对于告别了世界杯的
球迷们来说，亚洲杯的开打
又为他们提供了可竞猜的
重量级赛事。首轮小组赛
最先开打的是阿联酋对阵
巴林的比赛。在后面的比
赛各大热门也将悉数登场，
首轮对决中伊朗、沙特、澳

大利亚、日本队的对手都相
对较弱，有望以胜利开启本
届亚洲杯。中国队也将在
2019年 1月7日迎来第一
个对手吉尔吉斯斯坦。

除此之外像叙利亚和
巴勒斯坦，卡塔尔和黎巴嫩
这样水平接近的对决应该
会更激烈，比赛的可看性会
更强。同时，实力的平均使
得竞猜有一定难度。

2019亚洲杯给了中国
体育彩票一个与亿万球迷
互动互联的机会，除了竞彩

开售51场亚洲杯比赛和冠
军竞猜、冠亚军竞猜外，还
有多种方式参与互动，让亚
洲杯离你更近。

在亚洲足球的巅峰舞
台上，每一支球队都将倾尽
全力；在公益的舞台上，中
国体育彩票正等着与您一
起书写历史。新年伊始，一
边享受亚洲杯赛事盛宴，一
边通过中国体育彩票体验
竞猜乐趣、支持公益事业，
这一定是一份热情而美好
的新年礼物。 河体

亚洲杯小组赛开售

首轮12场比赛闪亮登场

热刺上周末客场 6∶2
血洗埃弗顿，周中又在主
场5∶0狂扫伯恩茅斯，联赛
一波5连胜后，升至积分榜
第二位。上周末被终结 3
连胜的狼队，客场战平保
级队富勒姆。热刺近期的
状态非常出色，前场也是
多点开花，此次狼队客场
出战很难有机会抢分。

重点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