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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票AⅠ·23

大河报广告中心
1.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65796171 65796172
2.中原路与大学路交会处向北50米
路东（大学路40号）
67947825 67425030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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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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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
●锅炉水暖 ●包装印刷

●求购物资设备 ●转让物资设备

●机械物资 ●出租大型机械

●制砖机械

分类广告

求购物资设备

●求购废旧钢丝绳13703757727

出租招租

●两万平方楼房出租统一标配

全装修13803842223
●郑州工人路汝河路口，单位房

二楼半层400㎡，水电全，条

件好可单独使用13733180928

房地产

●航空港区黄金地段，厂院10亩
门面2000平方手续齐全出售，

电话18003711111

求购求租

●求租郑州市区内一楼或负一

层五至七千平房13015535199

写字间楼

正弘大厦
二七路地铁口旁临街写字间

招租66210038、13513805862

培训招生

●学历证医药证职称66565839

家政服务

●培训后保姆保洁65930584

招商

●商丘市区内105国道旁土地28
亩寻有实力的合作伙伴共同

开发商、住宅18539896399

声明

●华光,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毕

业证书遗失,证书编号13505
1201205084407,声明作废。

●郑州市金水区蜜乐蜂产品丰

乐店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
编号：JY14101050109092，有效

期至2022年3月8日,声明作废。

●张秀娟,女,中级会计师资格证,
2006年考取,证书管理号0626000
103362,2018年丢失，声明作废。

●郑州今圣陶商贸有限公司遗

失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4910
047351201,开户银行:交通银行

郑州黄河路支行，账号:411899
991010003322715,声明作废。

●郑州市金水区金融办公设备商

行税务登记证丢失,纳税人识别号
410126197909020773,声明作废。
●二七济生元中医门诊部医疗

机构执业许可证正本遗失注

册号PDY01549X41010317D
1202,声明作废。

●河南省树人教育交流中心，民

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正副本(代
码76485423-3)遗失,声明作废。

●王金梅遗失郑州三德置业有

限公司开具的翰林国际城1期
收据房号6-2-1502票号45本
888号金额3722元声明作废

●冯勤光，周口职业技术学院毕

业证遗失，证书编号127501
201006020044,声明作废。

●王梓瑶遗失郑州市儿童医院

《河南省医疗住院收费票据》

一份，编号：0076400，金额：

22285.50元，住院时间为2018
年2月27日至3月29日,声明作废。
●岳子龙河南科技学院新科学
院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专业本科毕业证书（证书编
号135061201605000163）
和学士学位证书（证书编号

1350642016000189）丢失
声明作废。
●史俊平,郑州大学继续教育学

院新闻广告与摄影专业专科
毕业证遗失，证书编号:豫成高

教字97514084，现声明作废。
●柳伟遗失郑州大学护理学本

科毕业证编号104591200805
001931，声明作废。

3月4日晚，体彩大乐透全国开出5
注头奖，其中1注1000万基本投注头奖
落入我省郑州荥阳购彩者囊中，中奖彩
票为一张10元5注号码的单式票。3月
5日下午，中奖者刘先生带着朋友高兴
地来到省体彩中心，领走了他的幸运大
奖。

生活中经常流传着一些喜从天降
的情节，陪朋友去试戏，结果自己被导
演看中了；陪朋友去面试，结果自己被
选中……没想到这种情节就发生在了
刘先生身上，陪朋友去买彩票，结果自
己中了大奖。

谈起这次中得大奖，刘先生坦言以
前只是偶尔经过投注站的时候会机选
一两注大乐透，只当为公益事业做点贡
献。这次意外收获大奖，全是运气使
然。

据刘先生介绍，购彩当天傍晚，他
约朋友出去吃饭，经过荥阳市贾峪镇主
街东段 4119820055101 体彩网点时，
朋友说趁时间还早，想去买几注彩票。
于是刘先生在车里等候，等了一会儿不
见朋友出来，就下车也走进了体彩网
点，原来朋友在看大乐透走势选号。这
时，销售员问刘先生是否要买彩票，“我

当时就说不买，因为我也不懂，但是后
来想换点零钱，索性就让销售员机选了
10元钱的大乐透”。

偶尔才买彩票的刘先生并未第一
时间留意开奖，直到第二天下午，他从
朋友圈看到荥阳中出1注大乐透的新
闻，就打电话给这个一起买大乐透的朋
友，询问他是否中奖，结果朋友没中
奖。刘先生说：“朋友后来提醒我‘你不
是也买了吗’，我才想起来，从包里把彩
票找出来，结果真是让人惊讶，第二注
号码全对上了，把我激动坏了！”

领奖时，直呼自己太幸运的刘先生
说：“我一年也买不了几次彩票，中奖的
事情简直是难以置信！”由于幸福来得
太突然，对于奖金的使用，刘先生表示
暂时没有计划。但肯定的是，他将会继
续支持体育彩票，为社会公益出一份
力。

体彩大乐透新规则于第19019期
实施以来，连续开出1800万元封顶头
奖。同步开启的“浮动奖金特别规定”
也让二等奖奖金成色十足，这些着实给
购彩者带来了更多好运和实惠，但省体
彩中心还是提醒广大购彩者：快乐购
彩，理性投注！

本来是陪同 中奖成主角
荥阳购彩者凭10元机选票收获大乐透1000万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杨惠明

3月2日下午，位于洛阳市高
新区的41030198福彩投注站里
热闹非凡，该投注站业主介绍说，
他的投注站中出了刮刮乐“点球
大战”20万元的大奖，引来了不少
彩民“沾喜气”。

据介绍，中奖的幸运彩民是
一位老彩民，购彩时间长达5年，
钟情于双色球。在他看来，到投
注站购彩，不但可以消遣时间还
能收获好运，即使不中奖也可以
为慈善事业做贡献。2月28日晚
上9时许，该彩民在回家的途中路

过投注站，就进去买了10张面值
5元的刮刮乐“点球大战”，当他刮
到第6张时，确定中奖了，再刮开
对应的奖金：“2”后面是5个零。
他有点惊讶，又有点怀疑，立即找
投注站业主核对，最终确定幸运
收获20万元大奖。

关于中奖后的心情，获奖彩
民高兴地说：“女儿今年就要上大
学了，这笔奖金也能用到最该用
的地方，也减轻了家里的负担，真
的没想到自己这么幸运，这钱来
得真及时！” 豫福

福彩“点球大战”送惊喜

洛阳彩民“刮”出20万元大奖

3 月 4 日，体彩大乐透第
19024期开奖，前区开出号码“11、
17、19、29、33”，后区开出号码

“08、09”。本期是新规则上市后
的第六期开奖，以2.53亿元的全
国发行量，为社会筹集彩票公益
金9143万元。

本期全国共开出5注头奖。
其中，2注为追加投注一等奖，单
注奖金1800万元（含800万元追
加奖金），3注为基本投注一等奖，
单注奖金1000万元。5注头奖分
落安徽、甘肃、河南、江苏和浙江。

数据显示，甘肃中出的1800
万元追加投注头奖出自酒泉，中
奖彩票为一张18元“6+2”复式追
加投注票，单票总奖金1801万多
元。

江苏中出的1800万元追加投
注头奖出自常州，中奖彩票为一
张15元5注号码追加投注票。

安徽中出的1000万元基本投
注头奖出自合肥，中奖彩票是一
张“10+3”复式票，投注额 1512
元，单票总奖金1094万多元。

河南中出的1000万元基本投
注头奖出自郑州，中奖彩票是10

元5注号码单式票。
浙江中出的1000万元基本投

注头奖出自嘉兴，中奖彩票同样
是10元5注号码的单式票。

对比可见，由于采用了追加
投注，来自甘肃、江苏的幸运儿在
一等奖方面多拿了80%奖金，使
得单注一等奖奖金达到了1800万
元。

二等奖中出79注，单注奖金
41.49万元。其中29注为追加投
注，每注多得奖金33.19万元。追
加后，二等奖单注总奖金为74.69
万元。

本期，三等奖中出150注，单
注奖金为10000元。四等奖中出
923注，单注奖金为3000元。五
等奖中出16422注，单注奖金为
300元。六等奖中出30657注，单
注奖金为 200 元。七等奖中出
25776注，单注奖金为100元。八
等奖中出839724注，单注奖金为
15元。九等奖开出7916420注，
单注奖金为5元。

奖池方面，本期开奖结束后，
72.12亿元滚存至3月6日开奖的
第19025期。 河体

大乐透上期开出5注头奖
单期筹集公益金9143万元

每注金额
11480 元

50 元
5 元

23 元
154 元

1463 元

第2019057期中奖号码
10 11 14 15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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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838元，中奖
总金额为192505元。

中奖注数
5 注

315 注
5249 注
292 注
200 注
38 注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90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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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2662元。

中奖注数
4749 注

0 注
1402 注

中奖号码：7 6 0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全国开奖公告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中奖结果

中奖
号码

奖级 每注金额

本期本省投注总额：15426638元，本省中奖总金额：6491685元。

红色球

04
蓝色球

15 16 21 27 30 33

第2019025期

全国
中奖注数

全省
中奖注数

9479664 元
378350 元

3000 元
200 元
10 元
5 元

5 注
74 注

838 注
48576 注

997993 注
7039911 注

0 注
10 注
41 注

2805 注
51918 注

301001 注

“排列3”第19057期中奖号码

8 6 8
“排列5”第19057期中奖号码

七星彩第19025期中奖号码

3 4 6 6 6 5 0

8 6 8 7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