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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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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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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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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租招租

●政四街空房交通便利,适合办

公13503820023(65932777)
●二七商圈地铁口，铭功路商铺

写字间优价招租13838583605

房地产

●钢结构设计施工18637123478

公告

●注销公告:正阳县天源养殖农

民专业合作社(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3411724MA4672P53
N)拟向登记机关申办注销登

记,请各债权人自此公告发布

之日起45日内向本合作社申

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河南盛世威林木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223
0600010135)股东会决议,拟
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请
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申请债权。

家政服务

●培训后保姆保洁65930584
●疏通、抽粪、清淤13525520178
●鸿飞家政保姆 15617750052

声明

●河南省地震局地震工程勘察

研究院开具的河南省地方税

务局通用手工发票号码(05
944168到05944172)，因不

慎遗失，现声明作废。

●因不慎赵金豹将本人伤残军

人证证件号（豫军A0019400
1904）遗失，声明作废。

●郑州鼎立土石方工程有限公

司车牌号豫A7592D的郑州

市建筑垃圾处置运输证丢失

，声明作废。

●护士执业证书:马淑媛，郑州

市金水区十二里屯村卫生所，

执业证书编号:200988004446
证件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北国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遗失交通银行郑州顺河路支

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491
0046537401,帐户：41189999
1010003267543，声明作废。

●铁道警察学院孙文旭(学号2018
03110212)学生证遗失,声明作废
●太康县众信建材销售有限公

司机构信用代码证原件（代

码G1041162700029720Z）丢
失，声明作废。

●任焕玲丢失连邦置业购房款

缴费收据两份（票号63314
46金额370500，票号：402
6714，金额：370500）和购

房协议一份，声明作废。

●编号为M411881927,姓名为李
子墨,出生日期为2013年5月1日
的《出生医学证明》遗失作废。

●编号为M411881928,姓名为李
子轩,出生日期为2013年5月1日
的《出生医学证明》遗失作废。

●开发商:河南和谐置业有限

公司,项目:金沙湖高尔夫观

邸,房号:南区3号楼1单元

1504户房源,业主姓名:徐振,
2014年12月20日交房款定

金10000元；2014年12月24
日交房款首期225236元；维

修基金5754元；产权登记费60
元，所有收据遗失，如此引起

的任何经济纠纷与河南和谐置

业有限公司无关，特此声明。

●李俊峰的河南建筑职业技术

学院毕业证遗失，证号1418
11201406102398，声明作废。

●张明霞遗失郑州市卫生学校

中专毕业证书，证书编号06
41010020522，声明作废。

●马美莲汇都中心2—2724押
金收据票号0022110丢失，

声明作废。

●郑州双阳货运有限公司遗失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证，

车辆号牌:豫A1811P，豫交

运管郑字410104012037号;
车辆号牌:豫A9897G，豫交

运管郑字410104012518号，

声明作废。

●编号为M410928932,姓名为衡
伟杰,出生日期为2012年6月8日
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作废。

●河南省宇航机械制造有限公

司财务专用章与开户许可证

丢失,核准号 J49100081696
02,账号:1702021709200255
612开户行:工商银行郑州南

阳路支行，声明作废。

●新郑市龙湖镇童之梦幼儿园

遗失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4
910053930401,开户银行:河
南新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龙湖支行，账号0021
1011200000302，声明作废。

●巩义市城区德力通净水材料

经销部公章丢失编号41018
10029731声明作废。

●洛阳市瀍河区会金美容店营

业执照正本遗失，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2410304MA44E
H0U6L声明作废。

●冀军武遗失洛阳市第一人民

医院门诊收费票据2张，号5
970281金额1534.50元,号59
70282金额145.41元,声明作废。

●编号为H410895326，姓名

为杜建晓，出生日期为2007
年10月06日《出生医学证明》

丢失作废。

●洛阳钰隆集团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正副本（4103001100
45353）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税号410322745792081)组
织机构代码证遗失，声明作废。

●刘秋霞不慎遗失鑫苑城九号

院3号楼19层1935室，首付款

收据，收据号0041139，金额

72476，声明作废。

●所有权人彭万治,房产证号:巩
房权证字第15027号房屋所有

权证遗失,房屋座落巩义市建

设路90号5单元付73号,特此声明

如无异议,发证机关将予以补发

●陈广源遗失河南警察学院学

生证,学号2017030314声明作废。

●濮阳市华龙区慢城饮品店遗

失营业执照正副本(9241090
2MA40ME7C52)声明作废。

●兹有裴云护士执业资格证(编
号200841101663)遗失声明作废。

●郑州世贸购物中心B5827吴
明泽于2018年6月27号缴纳

的履约保证金20000元票号

1809669；于2017年12月18
号缴纳B5829的履约保证金

20000元票号1731645以上

票据全部丢失，声明作废。

●向星,女,遗失工程师资格证,
通过时间:2017.01,证书编号

:C07902160900212,丢失时间

:2019.11.2，声明作废。

●业主白亚丽，房屋坐落：星润

大厦号楼21层2104，面积35.
09，单价10047.99，首付款1
76584，合同号18003907138，
本人首付款发票原件丢失，有

开发商开据的发票复印件为证。

●杨京伦,男,河南医学高等专

科学校医学检验技术专业毕

业证遗失,毕业日期:2014年
7月1日,证书编号:14466120
1406002859,声明作废。

●郑州市上街区华杨手机店个

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2410106MA4454F
P6L）正、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安阳县韩陵艳玲百货商店营

业执照正副本410522600037
520，声明作废。

每注金额
3884 元

50 元
5 元

23 元
154 元

1463 元

第2019316期中奖号码
5 8 15 17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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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奖注数
12 注

514 注
6935 注
394 注
255 注
26 注

河南销售总额为 367598 元，中奖总金额为
19335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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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2 14 15 17 29 33

全国
中奖注数

全省
中奖注数

7822924 元
494011 元

3000 元
200 元
10 元
5 元

7822924 元
2500000 元

5 元

7注
50 注

1204注
64067 注

1300032 注
14637160注

5 注
2注

9436385 注

0 注
3 注

46 注
2065 注

45175 注
575566注

0 注
0 注

364628 注

红色球 蓝色球

第2019136期

本期本省投注总额：16802646元。

一等奖特别奖
一等奖普惠奖
六等奖翻番奖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93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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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6124元。

中奖注数
377 注
526 注

0 注

中奖号码：8 8 5
“排列3”第19316期中奖号码

4 8 1
“排列5”第19316期中奖号码

七星彩第19136期中奖号码

5 5 7 3 7 9 5

4 8 1 7 9

为更好地践行发行宗旨，
履行社会责任，11月26日，河
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发布
《2018河南福利彩票社会责任
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以

“牢记初心、勇担使命”为主题，
全面客观地总结了河南福彩
2018年的各项工作，介绍了党
建工作、发行工作、福彩公益等
方面的内容。

《报告》着重体现河南福利
彩票作为“国家彩票、人民彩
票、公益彩票”的社会责任担当
和工作实践成果，主要包括七
大部分，分别是卷首语、走近河
南福彩、坚守初心—党建引领

发展、勇担使命—持续创新前
行、善行中原—彰显发行宗旨、
公益携手—营造福彩文化、附
录等内容。

《报告》公示了河南福彩
销售数据以及本级公益金使
用情况，2018年销售福利彩
票70.12亿元，首次突破70亿
元大关，各项工作都取得了新
发展；总结了河南福彩的党建
工作，以及开展的党员培训、
主题活动等，全体党员职工牢
记初心，勇担使命；介绍了河
南福彩省市建设与创新发展，
通过工作部署、各类培训、户
外活动等，让福彩公益看得

见，让公益福彩深入人心；传
递了福彩公益精神，省市福彩
机构通过公益捐赠、基层帮
扶、爱心慰问、志愿活动等，践
行发行宗旨，彰显公益属性；
展示了福彩文化内涵，通过福
彩文化建设、特色活动、公益
善举、彩民风采等方面，让更
多人了解福彩、参与公益。

“扶老、助残、救孤、济
困”，河南福彩将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以更加昂扬的斗志，
努力拼搏，开拓创新，扎实工
作，为推动福利彩票事业和社
会福利事业的发展，做出新的
更大的贡献！ 豫福

践行发行宗旨，履行社会责任

河南福彩发布2018年社会责任报告

11月19日上午10时，“公
益体彩助力全民阅读”许昌市
东城区图书捐赠仪式在祖师街
道办事处黄屯社区举行。

仪式上，河南省体育彩票
管理中心许昌分中心向黄屯
社区捐赠2000册图书，支持
东城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
设。据了解，在本次活动的带
动下，东城区正在发动全区机
关人员捐赠图书，用于充实基
层社区图书阅览室。

当日上午，2000册图书被
搬进黄屯社区图书阅览室。图
书种类齐全，有小说、教辅、人

物传记等。该社区党工委书记
韩超说，河南省体育彩票管理
中心许昌分中心捐赠图书，是
对社区公共文化事业发展的最
大支持。黄屯社区将通过评选

“阅读之星”等形式引导社区居
民多读书、读好书、善读书。

河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
心许昌分中心主任胡波表示：
许昌作为全国文明城市，持续
深入开展“践行价值观、文明
我先行”活动，通过多种形式
提升市民文明素养，此次捐赠
图书是中国体育彩票为“全民
阅读”及基层文化建设尽的一

份力，这也是我们立足本地，
践行中国体育彩票社会公益
责任的重要举措。

东城区管委会副主任时
少伟向河南省体育彩票管理
中心许昌分中心的捐赠表示
感谢，他还强调：“基层图书阅
览室图书种类齐全，社区党支
部成员要带头去读，同时引导
社区居民、留守儿童养成读书
的好习惯。”

今后许昌体彩分中心将继
续努力，提升关注，通过不同的
形式和渠道，为各项社会公益
事业的发展添砖加瓦。 河体

许昌体彩分中心捐出爱心图书
共计2000册，用于助力城市文化建设

11月 21日上午，深圳
彩民李先生现身福彩兑奖
大厅，领走了属于他的幸运
大奖738万多元，他的脸上
洋溢着兴奋与喜悦。

据了解，李先生是一位
坚持购买福利彩票十几年的
铁杆粉丝，平时各种彩票种
类都会买一些，对于购买双
色球，李先生称自己选号比
较多，每次投注花费几十块
钱，一直没有中奖的他仍然
保持良好的心态继续投注。

“没想到这次心血来潮
买了10元机选票，却中了个
大奖。”李先生开心地说道。

11月19日晚，双色球
第2019133期开奖，当晚李
先生并没有关注中奖结果，
直到11月20日，李先生到
站点买彩票顺便查看中奖
号码，才知道自己中奖了。

李先生说，“中大奖的
信息我已经告诉我老婆
了。”当被问及如何规划这
笔奖金时，李先生尤为感慨
地表示，他准备买个房，主
要用于解决户籍问题。今
后他将继续购买福利彩票，
为公益做贡献的同时，也能
收获快乐和惊喜。

中彩

坚持多年
老彩民喜领双色球奖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