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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票AⅠ·15

3669525 元
28267 元
3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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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04 05 18 22 24 27 13

第2019134期

全国
中奖注数

1 注
12 注

197 注
884 注

7937 注
16954 注

101871 注

全省
中奖注数

0 注
0 注
3 注

16 注
268 注
467 注

3103 注

每注金额
12343 元

50 元
5 元

23 元
154 元

1463 元

第2019312期中奖号码
1 2 5 20 22

奖等
头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好运二
好运三
好运四

河南销售总额为440458元，中奖
总金额为211752元。

中奖注数
6 注

468 注
7729 注
497 注
227 注
20 注

“中原风采”22选5开奖公告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93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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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6206元。

中奖注数
283 注

0 注
583 注

中奖号码：0 3 1

“排列3”第19312期中奖号码

5 7 6
“排列5”第19312期中奖号码

七星彩第19134期中奖号码

4 2 0 3 4 3 7

5 7 6 1 1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杨惠明

河水静静流淌 柳枝随风飘荡

健身的漯河人感谢体彩公益金的好
自2000年以来，漯河市共销售体育彩票16亿元，为社会筹集公益金4亿多。体育彩票公益金已成为漯河

体育事业重要的资金来源，并为其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未来也将继续全方位助推漯河体育事业建设向前发展。

完善公共体育设施
助力全民健身发展

来到漯河市沙澧河风景区红枫
广场，沿着沙澧河旁边的健身步道一
路前行，水静静流淌。

与河畔的枫树、柳树相映成宜人
的景色。广场上沿河聚了不少休闲
健身的居民，他们或在健身器材上

“大显身手”，或在广场上有节奏地翩
翩起舞。

“生活越来越好，身体也要健健
康康不是？”正在锻炼的朱阿姨，每天
都要来红枫广场上打打太极拳、练练
柔力球，“这里风景好、空气好、健身
气氛又好，比健身房好太多，感谢政
府给大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健身条
件。”

近年来，漯河市大力推进全民健
身基础设施建设，在体育彩票公益金
的支持下，不断完善体育公共服务体
系，广场、河堤等群众聚集点的健身
器材越来越多。据了解，目前漯河市
市区已建成100个街头转角健身游

园，130多个社区居民健身广场，城
区“十分钟健身圈”基本形成；在农
村，50个乡镇、1200多个行政村实
施了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基本实现在
具备条件的乡镇和行政村全覆盖目
标。

每年的全民健身月、全民健身日
和重要节日，大规模的广场舞、太极
拳、乒乓球、足球、秧歌和健身操随处
可见，热闹的场景昭示着人们的美好
生活。

完善人才培养体系
保障竞技体育创佳绩

漯河市的竞技体育成绩喜人。
据介绍，漯河市体育运动学校，除了
承担漯河市参加各项比赛任务，同时
承担着为上一级单位输送高水平的
体育后备人才和为社会培养基础人
才的任务。

“学校重视向省队、国家队输送
高精尖人才，对学生们的文化课也相
当重视，教练员会进入课堂，文化课

老师也会走进训练场，文化课和训练
课相互促进。”排球教练员王健告诉
记者。通过科学的管理模式，对人才
的培养不拘一格，训练项目上采取跨
项输送，学校的大学升学率最高达到
95%。

建校以来，漯河市体育运动学校
成绩骄人，尤其是2018年以来，学校
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仅2019年
上半年，就获得金牌13枚，向国家队
输送优秀运动苗子13人。值得一提
的是，由学校输送到国家队的赛艇队
员吕扬，凭奥地利世锦赛获得的金
牌，夺得了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门
票。

漯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
成员、副局长麻玉田说：体育彩票公
益金是一股活水，支持着漯河市体育
事业的发展，为其增添了无限的生机
和活力，我们要继续发挥好体育彩票
公益金的作用，补齐短板，强化弱项，
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多种文化体育
需求，增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
感。

“公益体彩 出彩中原”系列报道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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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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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河报广告中心
1.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65796171 65796172
2.中原路与大学路交汇处向北50米
路东（大学路40号）

67947825 67425030

房地产

●钢结构设计施工18637123478

公告

●注销公告:郑州市上街区怡情

互联网上网服务会所经股东

会决议，拟向工商登记机关

申请营业执照注销登记，请

本会所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45日内向会所清算组

申报债权。联系人：张海霞，

电话：13700878258

●河南省宏德建筑工程检测有

限责任公司,检验检测机构资

质认定证书（证书编号为1516
01060313,有效期至2021年12
月27日）,因检测机构整合,特
注销此证，特此公告。

●公告:我公司按照清算要求,对
往来账进行清账,请以下单位

在公告之日起15日内来我公

司对账清账,逾期未来来我公

司对账清算的,则按清算规定

视为自动放弃债权处理,特此

公告。以下单位名称：

许继仪表有限公司;河南金雀

股份有限公司;商丘家昌空调;
郑州新凯物资公司;信阳万里

集团;商丘水泥制品厂;郑州亨

泽冷暖公司;郑州东润电气有

限公司;山东荷星电表厂.公告

单位：商丘市天宇电力有限公

司睢县襄源分公司

●由郑州华万置业有限公司建

设的碧水名苑小区项目已经

过环境影响竣工验收，验收

合格，特此公示。

● 债权债务完清公告

由河南晨升园林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承建的2016年滑县半
坡店乡丰泽粮油购销有限公
司维修及原址改造项目于20
17年5月通过滑县粮食局及其

他主管部门的验收合格竣工，

请相关单位和个人在本公告
之日起30日内到公告单位或
该项目部结算人工款、材料
款等债权债务相关事宜，逾

期责任自负。公司项目部联

系人:温岗,电话:13526117175；
特此公告
河南晨升园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元之方会计服务有限公
司股东决定,即日起解散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
8MA4482AG1A)本公司已成

立清算组进行清算,请各债权
人自接到本公司通知之日起

30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
公司此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
内,到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家政服务

●好心家政保姆13783610628

声明

●宋丽红遗失《医师执业证书》

证号：141410100002867
特此声明作废。

●吴岘涛不动产权第00213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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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琳郑房权证字第1601037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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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门紫园7-105李社芬遗失装

修押金条,证号0014440声明作废
●河南鸿牧兽药有限公司法人

章(刘聚强)遗失，声明作废。

●郑州航空港龙王办李立电动

车销售部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河南丹江钰田实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
00072690354A)遗失公章

(编号4101050091759)、财
务专用章，合同章,声明作废。

●河南享道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代码 91410100MA3X5HUU25)
营业执照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开封市公安局金明池分局许

亚丽019829警官证丢失作废。

●郑州嫣然雪贸易有限公司公

章遗失，声明作废。

●河南四方汇泽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原名:郑州市四方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工会证书

(代码1601120173)丢失声明。

●编号T411260135，姓名常乐

瑶,出生日期为2019年10月17
日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作废。

●河南省中汇蒂森电梯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
1622095314378Q），财务章、

法人章于2018年08月遗失，

特此声明作废。

●张刘辉位于龙湖镇学府路南

侧21世纪.居易国际城L区21号
楼2单元4层402的预抵押登记

证1636006015号，声明遗失。

●卫彩霞执业证02000241080
08002015040992遗失作废。

●召陵区恩施养生馆(代码:92
411104MA3XGN4X8K)营业

执照正本遗失，声明作废。

●河南盛佳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合同章（编码410305006305
7）丢失，声明作废。

●龙安区老董石锅凉粉店食品

经营许可证副本遗失，编号

JY24105060001982,声明作废。

●陈伟,男,注册岩土资格证书

( 编 号:12084320100033704),
注册岩土执业证书(编号:AY13
4300408)和注册岩土工程师

执业印章(5200516-AY006)丢
失，声明作废。

●楚英英不慎遗失河南大唐置

业有限公司2014年10月21日开
具的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本人

购房首付款发票)发票代码2410
01310070,发票号码00434882,
金额194767元,特此声明作废。

11月 20日，体彩大乐透第19133
期开奖，前区开出号码“03、12、24、27、
34”，后区开出号码“01、12”。本期是新
规则上市后的第115期开奖，通过3.07
亿元的全国发行量，为社会筹集彩票公
益金1.10亿元。

本期全国共中出3注一等奖，其中
1注为1800万元（含800万元追加奖
金）追加投注一等奖，落户广东；2注为
1000万元基本投注一等奖，分落黑龙
江、安徽。

数据显示，广东中出的1800万元
追加头奖落户珠海，中奖彩票是一张63
元的“7+2”复式追加票，加上小奖单票
总奖金1803万多元。

黑龙江的1000万元基本头奖落户
农垦总局，中奖彩票是一张10元5注单
式票；安徽的1000万元基本头奖落户淮
南，中奖彩票是一张42元的“7+2”复式
票，加上小奖单票总奖金1003万多元。

稍显遗憾的是，由于未采用追加投
注，黑龙安、安徽的两位购彩者，在单注
一等奖方面比广东购彩者少拿了800
万元追加奖金，从而无缘单注1800万
元追加封顶一等奖。

二等奖中出 89 注，每注奖金为
64.49万元；其中20注采用追加投注，
每注多得奖金51.59万元。追加后，二
等奖单注总奖金为116.08万元。

三等奖中出 223注，单注奖金为
10000元。四等奖中出731注，单注奖
金为3000元。

奖池方面，本期开奖结束后，20.12
亿元滚存至11月23日（周六）开奖的第
19134期。 河体

20.12亿元奖池
今晚约
大乐透第19133期开出3注头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