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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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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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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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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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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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刊登

大河报
分类广告

培训招生

●学历证医药证职称66565839
上小初高好校咨询66565839

出租招租

●黄河路商铺、上街厂地、白沙

大库出租60103052

家政服务

●鸿飞家政保姆15617750052
●培训后保姆保洁65930584

公告

●寻亲公告

我叫苏进岭，家

住八千乡大李村

于2011年6月28
日在我村东南地

坟边捡到一男婴(用蓝色包裹

包着)一直与我夫妇生活至今，

望孩子亲生父母看到后及时

与我联系，电话13592463485。

转让

●土地加油站转15093293899

家电维修

●空调冰箱加氟清洗63288160

声明

●陈茜，河南教育学院教育系初

等教育专业，毕业证书不慎遗

失，证书编号506991201306
990496，特此声明作废。

●郑州市金水区胡大姐土豆粉

店税务登记证正、副本丢失

税号：92410105MA44EWB
52K,声明作废。

●吴明双遗失郑州新巢置业有

限公司开具的河南省增值税

普通发票（购房发票）4份，

发票代码4100171350，发票

号码分别为：04695994、0469
5995、04695996、04695997，
声明作废。

●旦增日桑遗失铁道警察学院

学生证，学号：2017031102
05，声明作废。

●洛阳源美实业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财务章，声明作废。

●张铜遗失周口职业技术学院

毕业证，编号为：127501201
606000848，声明作废！

●刘磊遗失河南正弘置业有限
公司开具的河南增值税普通

发票一份，发票代码：4100
162350，发票号码：07764058，
金额：411920元，声明作废。

6 月 3 日晚，体彩大乐透第
19063期全国共开出7注一等奖，
单注奖金为1000万元，分落吉林、
江苏、浙江、福建、山东、河南和广
西。

从河南省体彩中心获悉，我
省中出的1000万元基本投注一等
奖花落商丘，出自宁陵县建设西
路财政局西 4114230017 体彩网
点。中奖彩票是一张“前区 3 胆
10拖+后区2拖”的胆拖复式票，
共中出 1注一等奖、16注四等奖
和28注六等奖，单票擒奖1005万
元。

据中奖网点业主苗先生介绍，
这位大奖得主不是他网点的熟客，

“我推测这位购彩者可能是来本地
出差的，因为当时他拿了一张上期
的大乐透胆拖票让我照打，我注意
到那张彩票上的网点地址是外地
的。”苗先生回忆起当时的情况说
道，“出票前，他看了看走势，只是

把原票上后区的11改成了04，这
一改简直是点睛之笔啊，否则只能
中个二等奖！”

另外，吉林、江苏和浙江中出
的1000万元基本投注一等奖，中
奖彩票均为一张 10 元 5 注单式
票。福建和广西中出的 1000 万
元基本投注一等奖，中奖彩票均
为一张 8元 4注单式票。山东中
出的 1000 万元基本投注一等奖
出自青岛市，中奖彩票是一张“前
区3胆 5拖+后区 2拖”的胆拖复
式票，共中出 1注一等奖、6注四
等奖及 3 注六等奖，单票擒奖
1001万元。

稍显遗憾的是，由于未采用
追加投注，当期的幸运购彩者，在
头奖方面均少拿了 800 万元，从
而无缘 1800 万元单注追加投注
一等奖。奖池方面，当期开奖结
束后，47.05 亿元滚存至 6月 5日
（周三）开奖的第19064期。

5月31日一早，湖北福彩迎来十
几位彩民，经询问得知，他们是双色球
第2019062期的头奖得主，采用的是
复式投注，获得一等奖1注、二等奖1
注，奖金总额为856万元。

大奖投注站业主高先生也来到了
领奖现场，他介绍说，5月30日晚10时
许，一位彩民兴冲冲闯进投注站说，当
天合买的双色球彩票中了大奖。高先
生连忙拿出彩票核对，发现他组织合买
的4张“8+2”复式彩票中，有一张中了
一等奖，他立即将好消息通知了其他
人。高先生是3年前开始组织彩民合

买的，他认为：“人多力量大嘛！说不准
也像其他站点那样，中个大奖回来。”

高先生说，每次合买，他都会凭感
觉列出几组号码。每次参与合买的人
并不固定，谁有兴趣，谁就当场参与并
付钱。高先生说，当时，他先选了4组8
个红球组合。至于蓝球，进一步分析
后，他最终选定了01和16。

在兑奖现场，高先生就为26位彩
民按投注比例分钱了，每位参与的人
可分得税后奖金26.3万元。有彩民
高兴地说，感谢高先生给他们带来了
大奖，现场分钱好开心。 中彩

5月28日上午9时，南阳福彩“新
形势下电脑票、即开票创新营销培训
会”正式开始，连续4天、6场、11个县
市区、820位福彩一线销售员共同进
行集中培训学习，部分市区及县城投
注站销售员共150人参加首场培训，
增添“能量”。

现场，南阳市福彩中心包文岐副
主任从安全生产、投注站标准化建设、
拓展销售渠道、提升服务质量、加强培
训宣传等方面作了重要讲话，为福彩
销售工作加油鼓劲。南阳市福彩中心
各科室负责人同时参加培训活动。本

次培训活动，南阳市福彩中心专门聘
请全国福彩著名讲师宋建忠老师授
课，主要讲解新形势下电脑票、即开票
营销技巧和讲解投注站安全生产工作
注意事项及案例的警示教育。培训
中，老师与学员进行课堂互动，发放奖
品，提升学习兴趣，学习氛围浓厚。

通过开展创新营销培训活动，不
仅提高了福彩销售员销售技巧，而且
提高了为彩民服务的质量，更提升了
销售信心，激活市场，提高销量；同时，
增加销售员安全生产意识，特别是消
防安全和应急应对能力。 豫福

每注金额
8006 元

50 元
5 元

23 元
154 元

1463 元

第2019148期中奖号码
2 8 15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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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9084元，中奖
总金额为163107元。

中奖注数
6 注

349 注
5970 注

275 注
304 注

10 注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91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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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1674元。

中奖注数
312 注

0 注
940 注

中奖号码：3 6 2
“排列3”第19148期中奖号码

1 9 1
“排列5”第19148期中奖号码

七星彩第19064期中奖号码

1 7 1 2 2 3 3

1 9 1 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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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16490元，本省中奖总金额：4934880元。

红色球

12
蓝色球

12 20 24 25 30 33

第2019064期

全国
中奖注数

全省
中奖注数

9064360 元
220889 元

3000 元
200 元

10 元
5 元

4 注
92 注

1028 注
61462 注

1216263 注
10735376 注

0 注
5 注

67 注
2920 注

56279 注
496529 注

商丘购彩者中出大乐透头奖
当期开7注1000万，目前奖池47.05亿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杨惠明

合买中奖，彩民现场分奖金
复式投注共揽双色球奖金856万元

南阳福彩开展投注站培训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