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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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租仓库厂院

●厂房出租，30000㎡，郑北武

陟县工业区，杨 13939197983

信息窗口

●学历证医护证职称证建造消

防药师免科咨询 66565839

公告

●洛阳企龙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0300
MA3X7DCR3X)经研究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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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寻亲启事:张银山1963年4月
16生,家住河南省郏县茨芭镇,
其父于 2018年 9月 1日在汝州

纸坊镇武巡村东边路旁捡一

男孩,取名张博诚 现寻找亲生

父母，电话 13725031751

家政服务

●保姆保洁修家电 65930584
●好心家政保姆 13783610628

声明

●商水县驼峰商贸有限公司不

慎将中国工商银行商水支行

开户许可证遗失，账号 1717
023109200099591，核准号

J5084000686501，声明作废。

●新乡县大召营金色种植专业

合作社开户许可证遗失,核准

号 J4981000407102,开户行:新
乡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大召

营信用社，账号：2510400110
0000047，特此声明。

●郑州市金水区张起粮油干调

店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4
10105601028844）遗失，声

明作废。

●薛金亭遗失河南省医疗住院

收费票据,票据号码 0290318，
金额 6368.04元，声明作废。

●郑州市香湘快餐配送有限公

司，原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新田置业有限公司开发

的房屋，预告登记证明号为

1309094296，证明遗失，

特此公告。

●本人姚艳超不慎遗失由郑州

峰创福晟置业有限公司开具

的房款收据(姓名:姚艳超,金
额 213590元,房号 13-1-702)
和房屋维修基金收据(姓名:姚
艳超,金额 7476元,房号 13-1-
702)特此声明作废，如有任

何纠纷与郑州峰创福晟置业

有限公司无关。

●本人宋志涛,身份证号 4109
28197308143352,在河南升

龙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缴纳的

保证金票据号 0006385，金
额 35000元。因本人不慎丢

失，特此声明作废。

●河南省焦作市博爱县王玲艳

(身份证号 41082219810928252
9)遗失客来福家居股份有限

公司股权认购确认书，金额 5
万元;入股金收据编号为 08898
08,金额 5万元,特此声明作废。

●郑州泓澄农业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91410185MA46BBWG4P)营
业执照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开封市宏安置业有限公司财

务章（编码:4102113900226）
遗失，声明作废。

●河南省兰考县李闯(身份证号

41022519821015291X)遗失客

来福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股权

认购确认书，金额 12万元；

入股金收据编号为 0689665，
金额 12万元,特此声明作废。

●河南博迈斯商贸有限公司不

慎将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

案凭证遗失，备案号：豫郑

食药监械经营备 20181658号，

声明作废。

●王金金(身份证号 41032519
8806090065)遗失郑州迁善

置业有限公司收据,收据号Q
S0001073,房号:筑园 11-1-
701金额 420204元;收据号Q
S0001489房号:筑园 11-1-701
金额 8689.85元;收据号NO.0
001349车位号:筑园F018金额

83000元,声明作废,特此公告。

●李金孺同学因本人不慎将郑

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毕业生

《就业协议书》丢失，号 16
1206117特此声明作废。

●郑州市金水区云畅想电子产

品商行合同章遗失,声明作废。

●编号为F410188272姓名王

庥祚出生日期 2002年 11月
4日《出生医学证明》丢失，

声明作废。

●郑州惠济区好心情粮油店营

业执照副本丢失注册号 4101
08600394022，声明作废。

●巩义市城区大漠烤匠餐饮店

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遗失,许
可证编号 JY24101810070728,
声明作废。

●郑州伟力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本人朱丰业,身份证号 41022
3198710224016本人声明:本
人在2020年5月18日期之前与

《百度饮品传递甜蜜》签订

的特许协议书、合同书,合同

地址:河南省许昌市长葛市颍

川路中段东泰购物广场北门

口,该相关合同一律作废,本
人自愿放弃合同或协议约定

的所有权利。郑州润圣商贸

有限公司、郑州润翔餐饮管

理有限公司不再对该合同的

内容负任何责任。

●李舒楠，男，出生日期：2008.
12.02，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

号：J410970042，声明作废。

●河南鹏达线缆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10182MA46N
8GM9C）税控盘（编号44-66190
2312685）丢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因员工不慎将我

司办理抵押资料：郑房他证

字第 1103008345号、牟他项

（2011）第 009号，两份他项

权证遗失，特此声明。

郑州祥和电力建筑安装工程
有限公司

●沈丘智强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遗失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沈磊遗失医师执业证书 ，编

号 110410105000146，发证

日期 2011年 4月 18日 ，现声
明作废。
●周艳广位于巩义市益民街 5
号 1号楼付 1号房产的不动产

权证【豫（2018）巩义市不

动产权第 0008711号】丢失
声明作废。

●新蔡万城地产有限公司遗失
预留银行原法人章(林尖),编
号 4128280009848,声明作废。

●刘建奇，河南城建学院计算

机系的三方就业协议（编号
8732317)丢失,声明作废。

一、啥时间发？
“当前在疫情没有完全

解除的状态下，一切还是以
稳妥为主，我们原定6月发
放，持续半年，不过这也要看
具体的疫情防控情况。如果
和防控工作冲突，那就需要
适当推迟。”郭志华说。

至于会在哪一天发放，
最终的流程敲定后会通过大
众媒体、自宣平台等各种方
式告知大家。大家可留意关
注大河报·大河客户端的动
态，以便及时获取最新信息。

二、怎么领取？
这个问题也是大家最关

心的问题之一。
前不久，郑州市政府发

放了几次消费优惠券，是通
过支付宝平台对大众发放，
先领先得。这次的体育健身
优惠券也将采取“体育＋金
融”的形式，但不是在支付宝
平台，具体的专属APP基本
已敲定，目前在做最后的调
试，一旦全部完成即可对社
会公开并同时接受大众的注
册。

在该APP上完成个人实
名认证的注册之后，接下来
就是等待发放优惠券的通
知，然后就是拼手速了。记
住，和前几次的所有消费券
一样，手慢无哦！

三、怎么使用？
郭志华向记者透露，这

次的试点优惠券共有三种面
额：5元、10元、20元。

在上述专属APP抢到优
惠券之后，需要在一个月之
内去定点健身场馆和机构消
费掉，否则就自动作废。

定点的健身运动场馆涵
盖了足球、篮球、排球、羽毛
球、乒乓球、网球、游泳、冰
雪、滑板、射箭、击剑、瑜伽、
健身（室内器械类）、卡丁车、
攀岩等，都是大家喜闻乐见
的群众性项目。

需要注意的是，优惠券
的面额不能超过消费金额的
50%，且每次只能使用一
张。“举个例子，如果你抢到
了一张20元的优惠券，那么
在消费40元及以上的运动项

目时，结账时可直接抵扣20
元。如果消费30元的项目，
这张20元的券就不能用。”郭
志华解释道。

四、定点场馆在哪儿？
优惠券专属定点场馆和

机构要经过严格筛选和层层
把关。“目前主动提出申请成
为定点的健身机构和场馆不
少，但我们只能严选一些资
质正规、正式注册登记的机
构。毕竟体育健身类行业不
同于一般的消费，专业性和
安全性都要有保障，尤其是
一些高危项目，对教练员的
要求更是严格，这一点坚决
不能含糊。”郭志华说。

5月9日，体彩排列五第
20080 期开奖，全国喜中 27
注一等奖，其中1注花落漯河
市源汇区文化路与建新市场
南200米路西的4111020133
体彩实体店。

中奖者王先生于5月12
日，携妻子来漯河市体彩分中
心领走了属于自己的大奖。
据了解，因为疫情，王先生今
年的生意特别难做，再加上年
前外面许多欠款要不回来，让
本来就不太好做的生意更是
雪上加霜。为了尽快恢复资

金周转，王先生把所有的心思
都放在了生意上，于是家里的
大小事都是妻子一人忙前忙
后……王先生的内心对妻子
充满了愧疚与感激之情。

5月9日晚上，在忙完一
天的工作准备回家时，想到5
月10日是母亲节，王先生决
定第二天要给妻子一个惊
喜。走着走着抬头看到了一
家体彩网点，灵机一动就送给
妻子一张“有希望的彩票”，说
不定会中大奖呢。于是王先
生仅花2元随机机选了一张

“排列5”彩票，没想到幸运之
神这么照顾自己，意外收获了
10万元大奖。

兑奖后夫妻俩非常高兴，
王先生开心地说：“这份幸运
的大奖是属于妻子的，感谢妻
子这么多年来对我们全家的
付出，这笔奖金我会全部存到
妻子的银行卡里，由妻子自行
支配使用。以后我会继续支
持体育彩票，期待下次还能有
这个好运气中大奖，不过没中
也没关系，就当做公益了。”

2元“母亲节”礼物喜中排列五10万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杨惠明 通讯员 吴靖娜

600万元健身优惠券，咋发？咋用？

每注金额
12612元

50 元
5 元

23 元
154 元

1463 元

第2020091期中奖号码
11 12 1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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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奖注数
5注

254注
4367注
202注
193 注
17注

河南销售总额为 346138 元，中奖总金额为
156834元。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200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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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5676元。

中奖注数
500 注
346注

0注

中奖号码：0 8 8
“排列3”第20090期中奖号码

5 5 9
“排列5”第20090期中奖号码

七星彩第20039期中奖号码

3 7 2 7 6 3 7

5 5 9 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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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02 09 10 11 16 29

全国
中奖注数

全省
中奖注数

6952125 元
132297 元

3000 元
200 元
10 元
5 元

9注
166注

1872注
82590 注

1424993 注
8631819 注

0注
8注

89注
3119注

58599注
355404 注

红色球 蓝色球

第2020039期

本期本省投注总额：14968648元，本省
中奖总金额为4312186元。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王小娟

日前，记者从河南省体育
局获悉，我省从6月开始将发
放600万元的体育健身优惠
券，选择在郑州、洛阳、新乡、
焦作等4个城市进行试点，主
要针对群众基础好、参与范围
广、消费需求多、市场潜力大
的群众性体育项目。

这600万元的体育健身
优惠券具体什么时间发？怎
么领？怎么用？

5月19日，大河报·大河
客户端记者采访了河南省体
育局群众体育处一级调研员
郭志华，对大家最关心的几个
问题逐一进行了解答。

计划6月开始发放，4个试点城市是郑州、洛阳、新乡、焦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