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5月19日 星期二 责编 李哲 美编 季枫

彩票AⅠ·10

根据我上级公司《关于直属分公司
资产报废请示的批复》意见，结合服务区
报废资产的实际情况，拟对禹州西服务
区、登封停车区报废资产进行公开竞价
拍卖。

一、竞价时间
本次报废固定资产竞价业务于

2020年5月27日下午14：00正式开始。
二、报废固定资产物资概况

（一）禹州西服务区需要处置的废旧
资产有厨房设备、办公设备、收银设备等
共计 113 项。资产存放在盐洛高速
K756公里处禹州西服务区。

联系人：冯先生，电话：18737415323
（二）登封停车区处置的报废固定资

产有厨房设备、电器设备、收银系统等共
计57项。存放在盐洛高速K784登封停
车区处。

联系人：冯先生，电话：18737415323
三、其他事项
以上资产参与竞价人投标人须提交

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开户许可证，
具备废旧物资回收相关资质。请于
2020年5月19日至5月26日携带相关
证件到报废固定资产所在服务区或停车
区进行登记并领取招标书。
纪检监察员：孙先生 电话：13903749000

禹州西服务区、登封停车区报废固定资产处置竞价公告招租公告
我单位现有部分物业准备对

外出租，地址位于郑州市花园路和
丰产路交叉口西南角，位置优越，
交通方便，人流量大，适用于餐饮，
百货、写字楼经营，有意者请于
2020年5月19日至5月31日到单
位面谈。
联系人：乔先生 电话：65516263

河南新世纪大厦
2020年5月19日

竞价公告
依据《国有资产报废管理办法》和公司

相关通知，河南交投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
直属分公司十五支部所属服务区拟处置一
批报废固定资产，其中泌阳服务区182项、
唐河服务区112项、唐河东停车区37项、南
阳东停车区23项。竞价人需有废旧物资回
收资质，请有意参与竞价的单位在5月20
日至5月27日联系报名。
联系人：盛先生 13598558716
监督人：章先生 18567295525
河南交投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泌阳服务区

2020年5月18日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河南巨匠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王龙龙诉你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委定于2020年7月29日上午09
时00分开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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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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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5月19日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郑州瑞娅化妆品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李嘉婵诉你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委定于2020年7月22日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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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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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5月19日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河南卓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申请人王永生诉河南卓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委定
于2020年8月6日9时开庭，开庭地点为郑州市管城街47号院内党校一
楼西仲裁一庭。因无法直接及邮寄送达开庭通知书、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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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6号开庭通知书、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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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5月19日

市场服务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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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描二维码加好友
线上咨询办理业务

对话一线体彩人
重温感动瞬间

在节目访谈环节中，既
有一线体彩工作者讲述的
抗疫故事，也有体彩人休市
不休息坚守岗位的身影，还
有复产复工后的拼搏瞬间。

“当你在人们最需要的
时刻出现，切实地帮助到他
们的时候，这种成就感是无
法用语言形容的，我不能说
不辛苦，但一定是苦中有
甜。”浙江省桐乡市崇福镇
体彩代销者、蓝天救援队队
员孙兴丽从大年初二开始，
承担隔离人员转运工作，连
续多日每天上岗 17 个小
时。她的言语朴实无华，却
展现出作为体彩人的坚韧
性格和执着精神。

“不管多危险的事，总要
有人去做。人家医生都不
怕，我也不能怕，都怕了，这
事谁干？”湖北体彩荆州分中
心专管员谭树兵自大年初一
开始，作为荆州市第一人民
医院发热门诊志愿者，每天
运送患者的血液样本。尽管
谭树兵参加的高风险抗疫工
作让人揪心不已，可是他的
讲述却云淡风轻，不惧险阻、

甘于奉献的精神流淌在体彩
人的血液之中。

此外，节目还展示了一
线体彩人的抗疫感动瞬间，
广东梅州20位体彩人为满
足疫情所需集体献血、内蒙
古体彩人周荣鑫作为集中
隔离点防疫志愿者奋战在
抗疫一线、河南焦作体彩人
王海二在社区防疫志愿者
岗位上无私奉献、北京体彩
人杜超加入社区防疫志愿
者工作、江西新余体彩人罗
杨夫妻齐上阵守护社区健
康门……当他们的身影出
现在屏幕上，体彩人的责任
与担当被展现得淋漓尽致。

深度解读政策
体彩机构暖人心

感动之余，迎接美好。
5月6日，北京恢复体育彩票
销售和兑奖，至此，全国31
个省（区、市）均已全部复市。

国家体彩中心副主任
张建华，湖北体彩中心副主
任李岚，四川成都南区分中
心销售主管胡鹏，在节目中
分别介绍了各级体彩机构
对体彩实体店的帮扶政策，
以及保障购彩者安全的各

项举措。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

有27个省（区、市）对体彩
实体店进行专项补贴，总金
额超过 2亿元；有 18个省
（区、市）提高了代销费比
例；还有很多省市通过为实
体店配发防疫用品、为确诊
代销者申请救助基金等方
式，帮助扶持实体店。

体彩实体店日常消毒、
测量体温、手绘防疫漫画、开
展线上技能培训……这些画
面是体彩有序复工以来，体
彩人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
抓复工复产的工作常态。

在复市工作有序开展
的同时，中国体育彩票推出
了“加油中国 光芒焕新”为
主题的一系列活动。节目
还介绍了“益起来 绘精彩”
体彩吉祥物征集、2020年
体彩大乐透9.9亿元派奖、

“锦鲤”系列即开型彩票销
售等焕新活动，惠及广大支
持体彩事业的购彩者。

现场见证开奖
北京专管员启动摇奖机

在休市这段时间里，北
京体彩人积极投身到战

“疫”一线中，为疫情防控贡
献着自己的力量，用实际行
动诠释“责任体彩 担当有
我”的精神。

《相约体彩》特别节目
的摇奖现场，邀请到北京体
彩专管员杜超分享他的抗
疫故事。此外，杜超还参与
到大乐透和排列游戏摇奖
环节，由他启动摇奖机。

“能近距离看开奖很激
动，能见证大奖的诞生也很
开心。”杜超表示，在抗击疫
情做志愿者期间，他也不忘
介绍体彩的公益贡献、开奖
过程，还有邻居反馈也想到
开奖直播大厅亲眼看看。

《相约体彩》是中国体
育彩票于去年9月推出的
全新开奖直播节目，每天
20:25播出。观众通过《相
约体彩》节目能够见证体彩
摇奖的透明与公正，并通过
公益金数据播报和体彩资
讯等内容，可以更深入地了
解体彩作为国家公益彩票，
为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
业做出的贡献。2020年下
半年，《相约体彩》特别节
目，还将陆续推出新的主题
内容，让我们期待下一次的
感动与精彩。 中体

5 月 16 日，体彩大乐
透迎来“9.9 亿元大派奖”
第八期开奖，第 20037 期
前 区 开 出 号 码“01、04、
10、11、14”，后区开出号
码“02、05”。 当 期 通 过
3.47 亿元的全国发行量，
为国家筹集彩票公益金
1.25亿元。

当期全国共中出11注
一等奖。其中，5注为1916

万余元（含842万余元基本
投注奖金+222万余元基本
投注派奖奖金+673万元追
加奖金+177万余元追加派
奖奖金）追加投注一等奖，
分落河北廊坊、江苏无锡、
福建福州、山东菏泽、陕西
汉中；6注为842万多元基
本投注一等奖，分落江苏南
京、福建莆田、河北唐山、河
南信阳、内蒙古包头、山东

青岛。对比可见，由于派
奖只针对追加投注进行，
本期有5位幸运购彩者因
采用了追加投注，在单注
一等奖方面，要多拿1073
万余元。

据统计，本期“幸运
奖”共派送1823万元。

二等奖开出163注，每
注奖金为9.74万余元；其
中86注采用追加投注，每

注多得奖金7.79万余元。追
加后，二等奖单注总奖金为
17.54万元。在86注追加投
注二等奖中，有32注收获幸
运奖派奖。

此外，“加油中国”“光芒
焕新”3 元幸运奖共送出
1487059注。

奖池方面，当期开奖结
束后，奖池金额为 11.19 亿
元。 河体

信阳中出1注大乐透头奖
“9.9亿元大派奖”第八期爆11注一等奖

《相约体彩》特别节目如约而至
讲述体彩人坚决抗“疫”和复工复产的故事

那些抗击疫情的岁月，不曾远去；那些奋战一线的镜头，缠绕心间；那些带来感动的身影，深烙脑海；那些充
满感恩的回馈，尽收眼底。5月16日晚8点，以“加油中国 光芒焕新”为主题的《相约体彩》特别节目如约而至。

《相约体彩》特别节目为大家讲述了体彩人坚决战“疫”的感人故事和复工复产的温情举措，以此向奋战在
抗疫中的体彩人致敬，为全国体彩实体店加油助力，为体彩未来发展注入活力，为广大购彩者带来感恩回馈。

每注金额
36569 元

50 元
5 元

23 元
154 元

1463 元

第2020090期中奖号码
12 13 1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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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4214元，中奖
总金额为263348元。

中奖注数
4 注

370 注
6666 注
232 注
275 注
12 注

0 元
21835 元

2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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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020039期

全国
中奖注数

0 注
8 注

129 注
557 注

3879 注
11015 注
50274 注

全省
中奖注数

0 注
0 注
0 注

15 注
107 注
412 注

1513 注

01 14 15 17 18 24 29 04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200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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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6146元。

中奖注数
345 注
328 注

0 注

中奖号码：5 7 5

“排列3”第20089期中奖号码

0 8 7
“排列5”第20089期中奖号码

大乐透第20038期中奖号码

前区04 15 20 22 24后区01 09

0 8 7 2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