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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河南九尊实业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王明祥诉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向
你直接及邮寄送达管劳人仲案字[2019]211号裁决书，根据《劳动人事争
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二十条之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自发布本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送达后15日内不服本裁决，可向有管辖权
的人民法院起诉，期满不起诉的，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对发
生法律效力的裁决书逾期不履行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
制执行。

特此公告
2019年9月18日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北京仙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朱巍威诉你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委定于2019年11月28
日9时开庭，开庭地点为郑州市管城街47号院内党校一楼。因无法直
接及邮寄送达应诉通知书、开庭通知书、仲裁庭组成情况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申请人的申请书副本，根据《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二十
条、第三十九条之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管劳人仲案字[2019]261号应诉
通知书、开庭通知书、仲裁庭组成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申请人的申请书
副本，自发布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请按时到达指定的开
庭场所，拒不按时到达开庭场所的，将按缺席仲裁裁决。

特此公告。
2019年9月18日

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19

年9月25日上午10时在中拍网
（http://paimai.caa123.org.cn）在
线拍卖桑塔纳轿车一辆、长安
小型普通客车一辆。有意者请
于我公司联系。
联系电话：0379-63120370
监督电话：0379-62325608

洛阳市天信拍卖有限公司

灵宝服务区餐饮原材料
采购招标公告

因经营需要，连霍高速灵宝服务区对
餐饮原材料采购进行公开招标，采购范围
为：米面油类、肉禽鱼蛋类、蔬菜类、干货
调料类；具体要求以服务区招商资料为准。
1.有意向者请于2019年9月18日-9月
26日到连霍高速K864处灵宝服务区北
区二楼办公室领取招商资料。
2.联系人：张涛13939854154
3.直属分公司经营开发部 0371-86073091
4.纪检委员：杜兰15939908588

灵宝服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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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65796171 65796172
2.中原路与大学路交汇处向北50米路东（大学路40号） 67947825 67425030

大河报广告中心服务点：

三门峡小伙喜中刮刮乐20万元

每注金额
15289 元

50 元
5 元

23 元
154 元

1463 元

第2019253期中奖号码
2 3 7 13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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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622元，中奖
总金额为177783元。

中奖注数
3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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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注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全国开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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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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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本省投注总额：1485125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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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92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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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7036元。

中奖注数
359 注

0 注
714 注

中奖号码：2 8 1
“排列3”第19253期中奖号码

6 3 9
“排列5”第19253期中奖号码

七星彩第19109期中奖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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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3 9 0 69月8日，三门峡市湖滨
区一位幸运小伙在黄河路西
段41120059号福彩投注站
内刮中刮刮乐“嗨啤”头奖
20万元。

据中奖彩民小吴介绍
说，9月8日下午，他下楼去附
近的商店买香烟并打算买几
注“双色球”彩票，于是他来
到了三门峡市自来水厂旁边
的福彩投注站，先投注了几
注“双色球”彩票后，看到刮
刮乐展示柜里10元面值的

“嗨啤”即开票。他先让销售
员取了5张刮了起来，结果其

中一张中了50元。接着他又
拿了5张，刮到第二张第四局
时出现3个相同图符，后面显
示金额20万元。小吴让销售
员核对后确认自己中了大
奖，一时兴奋得让他感到有
些眩晕。他立即打电话告诉
老婆自己中了20万元大奖，
结果老婆并不相信，于是他
拿着彩票赶紧回了家。

次日上午，他和老婆一起
到三门峡市福彩中心兑取了
大奖，经过了解得知，他们刚
借了些外债买了房，这次中奖
刚好可以用来还钱了，小两口

中奖的心情溢于言表。
“嗨啤”这款即开票是今

年8月份上市的一款新票，
是以闻名世界的娱乐嘉年华
活动“啤酒节”为主题设计的
一款四联彩票。彩票名称

“嗨啤”借用了“happy”的谐
音，点明啤酒的主题。票面
采用绿、紫、蓝、咖为主色调，
以“扎啤”“瓶啤”“听啤”“啤
酒桶”展现四联画面。画面
中泡着冰块的啤酒、欢腾的
人群、干杯的场景，展现着

“嗨”的即视感，目前该票正
在热销中。 豫福

9月16日，体彩大乐透
第19108期开奖，前区开出
号码“24、27、28、31、34”，后
区开出号码“04、08”。当期
是新规则上市后的第90期
开奖，通过2.84亿元的全国
发行量，为社会筹集彩票公
益金1.02亿元。

当期全国共开出2注基
本一等奖，单注奖金1000万
元，花落福建、云南。

数据显示，福建中出的
1000万元出自南平，中奖彩
票为一张12元投入的6+2复
式票，单票总奖金1001万元。

云南中出的1000万元出
自昆明，中奖彩票是一张13+
2复式票，投注金额2574元，
单票总奖金1018万元。

由于两位中奖者均没有
采用追加投注，在单注一等
奖方面少拿了800万元追加

奖金，从而错过封顶1800万
元大奖。

二等奖开出55注，每注
奖金为81.83万元；其中23注
采用追加投注，每注多得奖金
65.47万元。追加后，二等奖
单注总奖金为147.31万元。

奖池方面，当期开奖结
束后，28.10亿元滚存至9月
18日（周三）开奖的第19109
期。 中体

大乐透开出2注一等奖
单期筹集公益金1.02亿元

9月2日，河南福彩“22
选5”第2019238期开奖，当
期开奖号码为 01、02、11、
18、20。头等奖开出2注，单
注奖金额29628元，其中一
注花落平顶山。

9月3日上午，中奖彩民
李先生前来平顶山市福彩中
心兑奖。中奖彩票票面信息
显示，这注头奖出自于平顶
山光明路与湛北路交叉口西

200米路北41040088号福
彩投注站，2注1倍的单式玩
法，投注金额4元。

据彩民李先生介绍，他
购买福彩已经很多年，虽然
平时较忙，但是多年来只要
有空就会坚持购买福彩，尤
其喜欢“22选5”游戏，觉得
选号少且灵活有趣，而且投
注号码大多是自己亲自选
出。因为在李先生看来，研

究彩票是他的生活的调剂
品，最重要的是买彩票也是
他奉献爱心的一种方式。

对于这次中奖，李先生
表示非常开心，也非常激动。
他说：“虽然对这次中奖还没
有想好什么规划，但福利彩票
真的给我带来了很多乐趣。
以后还会继续支持福彩事业，
奉献自己的爱心。”

豫福

体彩大乐透第19096期的
开奖，来自泉州的霍先生凭着
一张6+3复式票，幸运摘得2
注52.7万元二等奖及多注中小
奖，合计揽金1069068元，二等
奖能中得百万令人羡慕。

据了解，两个月前，霍先生
在体彩站投注大乐透彩票时，
正好在柜台上捡了一张他人丢
弃未中奖的彩票，他捡起来看
了看，对号码有些感觉，于是他
放弃机选而改投那张6+3复式
票，在投两期后，他突然来了兴
致，对其中两三个号码进行了
微调，变成了一张全新的复式
票，且偶尔拿出来守号。

8月19日霍先生正好休
息，于是抽空去体彩店投注了
那张改过的6+3复式票。第二
天，霍先生拿手机核对自己的
彩票。结果惊喜地发现彩票中
了二等奖，因为自己是复式票
投注，他又查得自己喜中的是2
注二等奖，当下的他兴奋不已。

霍先生说，他买大乐透也
有几年时间，因为工作地点不
固定，有时候上班的地方没有
彩票店，所以好几期都错过投
注。这次要不是正好回一趟
家，估计中奖就要泡汤了。霍
先生的这趟回家可算是满载
而归了。 中体

河南体彩上周（2019.9.9—2019.9.15）中出万元以上
“顶呱刮”大奖共4个，其中：1万-5万元：4个。

目前热销票种：10元面值：“吉祥如意”；20元面值：
“蝶”“国宝”；30元面值：“大吉大利”。

体彩“顶呱刮”，刮出精彩生活！ 河体

调剂生活买彩 老彩民收获幸运
“22选5”单式票收获头奖

捡废票改号投注擒下大奖

河南体彩“顶呱刮”
万元以上大奖每周战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