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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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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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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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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告：
使用本栏目信息请供需

双方认真核实有关证明材料，
签订有效法律合同。

本版广告凡未标注区号
者均为郑州地区电话。

出租招租

●黄河路商铺、上街厂地、白沙
大库出租60103052
●门面房招租，金水区国基路

门面1-2层600平方米，装修
豪华、中央空调,无转让费,有
实力者面谈13676985955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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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小初高好校咨询66565839

家政服务

●鸿飞家政保姆15617750052

●培训后保姆保洁65930584

招商

●郑州西大片荒山寻合作，交通

方便租金少50年13343783087

转让

●土地加油站转15093293899

声明

●河南华夏金属构架有限公司

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证
号410105271734284)、组织

机构代码证(代码27173428-4）,
声明作废。

●洛阳奥杰房地产有限公司遗

失营业执照正本（41030020
01383）副本4103002001383
(1-2),(2-2),公章,声明作废。

●李鸿波、男、身份证号：41010
8197611021519，将河南建业

恒新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的房

款收据金额307312元收据号：

0979163，维修基金：8220元
收据号：0979151，手续费60
元收据号：0979152，丢失声

明作废。

●王武郑房权证字第13012193
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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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大荣41010519720819332X
遗失注册税务师资格证书，档

案号411801002，声明作废。

●河南术心商贸有限公司银行

预留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正阳建设工程集团有限

公司开给河南省大河基础建

设工程有限公司的郑州正商

林语溪岸3号院桩基工程质量

保证金收据丢失，票据号2053
498，金额53189.94元声明作废

●卢氏县熊耳水泥有限公司遗

失增值税空白专用发票三张

（发票联、抵扣联、记账联）发

票代码：4100161130号码：03
760865、03760866、03760867，
声明作废。

寻人启事

●李桂兰见报请联系我

潘国盘13253574236

对于很多购彩者来说，
守号是一种最为简便的投注
方式。选用自己比较熟悉的
数字，每期都买同样的号码
坚持投注，通过守号中得大
奖的也不在少数。下面这位
大奖得主就是坚持守号最终
抱得大奖的典型代表。

5月15日晚开奖的体彩
大乐透第19055期，全国共
中出3注一等奖，我省信阳
购彩者有幸斩获其中 1 注
1000万基本投注一等奖。5
月21日上午，大奖得主金先

生现身河南省体彩中心，领
取大奖。

据金先生介绍，他买体
育彩票已经有五年时间，从
买彩票之初就坚持购买大乐
透，期期不落。而他选用的
投注方法就是守号，“每期雷
打不动的就是这5注号码，
如果哪天心情不错就再机选
5注。”而说起这注中奖号码，
金先生笑起来：“这5注号码
是我精心挑选组合而成的，
有着特殊意义，中奖的这注
号码里有我和老婆的生日。”

开奖当晚，金先生就通
过手机查询知道自己中奖
了，“当时感觉还挺平静，但
是后来越想越激动”！随后，
金先生决定把彩票放好，等
心情平复一下再去领奖。

问及奖金的规划，金先
生表示会填补自己的生意。
关于买彩票，金先生说：“以
前经济条件好的时候经常做
一些善事，我一直都相信好
人有好报，买彩票也算为公
益事业贡献绵薄之力，最重
要还是要保持平常心！”

每注金额
62668 元

50 元
5 元

23 元
154 元

1463 元

第2019134期中奖号码
2 3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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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2168元，中奖
总金额为153080元。

中奖注数
1 注

263 注
5418 注

320 注
183 注

10 注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91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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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6300元。

中奖注数
423 注

0 注
923 注

中奖号码：3 9 4
“排列3”第19134期中奖号码

4 1 9
“排列5”第19134期中奖号码

七星彩第19058期中奖号码

5 8 9 9 5 1 8

4 1 9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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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35914元，本省中奖总金额：6977955元。

红色球

12
蓝色球

07 08 12 21 23 27

第2019058期

全国
中奖注数

全省
中奖注数

5260714 元
51321 元
3000 元
200 元
10 元
5 元

20 注
127 注

3726 注
152257 注

2179068 注
15353055 注

0 注
5 注

335 注
6481 注

92562 注
698906 注

5月14日，位于济源市
济水街道玉川宾馆楼下的
41160082福彩投注站传来
喜讯，一彩民收获福彩3D第
2019126期奖金，10倍投注，
中奖金额为10400元。

幸运彩民李先生是一位
老彩民，也是福彩3D的忠实
粉丝，经常组选投注中得小
奖，用他的话说，福彩3D是

小盘玩法，一共就1000个号
码，容易选，所以组选更容易
中奖。“其实中奖没有什么秘
诀，多看看走势图，灵感就来
了。”

平时，李先生购买福彩
3D都是只买一组号码，并对
这个号码进行直选和组选投
注，有时没有灵感，就各买一
注，灵感比较强的时候就进

行几十倍投注。正是这种灵
感助他擒获了本次大奖。

据李先生介绍，他购买
福彩3D一直都有小奖中出，
这次还是第一次中一等奖。
当天有相识的彩友调侃他，
他依然摆正心态，笑说：“没
中奖也没关系，就当是对国
家福利事业的支持！”

豫福

上周（5 月 13 日~5 月 19
日），中国体育彩票在河南省
销售约3亿元，通过销售体
育彩票为社会筹集公益金约
0.75 亿元，其中的一半约
0.37亿元用于支持我省以人
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及其他
社会公益事业；另一半上缴
中央用于全国公益事业。其
中，上缴中央的体彩公益金
60%用于补充全国社保基

金，约0.22亿元。
2019年，河南省已销售

体育彩票总量约64.60亿元，
通过销售体育彩票为社会筹集
公益金约15.44亿元，其中用
于我省和上缴中央的体彩公益
金各约7.72亿元。上缴中央
的体彩公益金60%用于补充
全国社保基金，约4.63亿元。

在河南省，凡是中国体
育彩票冠名的全民健身和群

众赛事、活动，都是在体彩公
益金的支持下开展的。体彩
公益金广泛用于补充全国社
保基金、建设遍布城乡的健
身设备及开展社会体育活
动，来支持全民健身和群众
体育、扶贫、教育助学、城乡
医疗救助、农村养老服务
等。可以说，无论您是否购
买体育彩票，都将从中受
益！ 河体

保持平常心 守号五年终获大奖
信阳购彩者凭借10元单式票中大乐透1000万元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杨惠明

灵感降临 济源彩民收获3D好运
采用10倍投注，共揽奖金10400元

上周河南体彩筹集公益金0.75亿元

重复投注
“糊涂”彩民收获双倍奖金

天津的赵先生是双色球
的老彩民，坚持购买双色球已
有十多年的时间了。他有1
注自己精心编写的号码，坚持
每期10元钱倍投5倍。一直
以来，虽然赵先生只中过一些
小奖，但他依然乐此不疲，因
为他有着良好的心态：“能中
奖最好，不中奖也没关系，一
个月不过一百多元，就当是奉
献爱心了。”

当期，赵先生因为工作
忙，在买了彩票后“犯糊涂”
以为没买，转天又买了一遍，

买完后才发现买重复了。没
想到开奖后居然中了一等
奖，而且因为打了两遍，所以
中了10注双色球第2019052
期一等奖，累计奖金 5117.6
万元。

赵先生把中奖的喜讯告
诉爱人和孩子，结果两人都不
信。赵先生只能自己到福彩
中心办理领奖手续：“领完奖
让他们看看奖金就相信了，至
于怎么花要慢慢规划一下，以
后还会继续坚持买福利彩
票。” 中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