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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剩两期！福彩送汽车活动正进行
活动截至7月19日，已有42名彩民收获汽车

活动倒计时，仅剩两期！
为回馈广大彩民对福彩双色
球的支持和厚爱，5月 18日
起，连续9周，河南省福彩中心
在全省范围内开展“福彩双色
球，每周送汽车”活动。目前，
活动已进行7期，仍在火热进
行中，目前已有42名彩民收
获汽车大奖。

此次活动时间为5月18
日至7月19日，共计9周。活
动期间，全省范围内的购彩者
购买当周单张20元（含）以上
双色球彩票，可使用“豫彩通”
APP或“豫彩通”微信小程序，
扫描当周彩票票面右下角二
维码参与抽奖活动。

活动以周为单位，每个活
动周的次周周一为“抽奖日”，
在公证人员监督下，从有效数
据中每次抽取6张彩票，其持
有者分别获得一辆东风风神
AX7汽车，每次共计6名中奖
者，抽奖结果在河南福彩官
网、官微公布。活动共进行9
次抽奖，累计送出汽车54辆。

兑奖阶段，根据中奖者在
“豫彩通”APP或“豫彩通”微
信小程序注册填写的手机号
码，省福彩中心将电话通知中
奖者领奖。同时，根据税法等
规定，中奖者须缴个人偶然所
得税；奖品汽车均为白色，所
有权归中奖者所有，不可折

现，税费、过户、上牌等费用由
中奖者承担。

此外，购彩者在扫码参与
活动时，符合条件的彩票首次
扫描有效，扫描往期彩票以及
重复扫描无效；同时，为保证
奖品兑付顺利，每个开奖周的
次周三为领奖截止日，也就是
说领奖时间为10个自然日，
逾期不领视为自动放弃资格。

福彩双色球，每周送汽
车。这个盛夏，让我们一起相
约双色球，在助力福彩公益事
业的同时，赢取更多好运，参
与汽车抽奖，火热夏季惊喜享
不停。 豫福

多倍投注中大奖 激动得一夜都没睡好

7月6日，排列5第20138
期 开 奖 ，中 奖 号 码 为

“00418”。当期全国中出69
注 10万元一等奖，河南中出
23注，其中有21注来自信阳，
1注来自洛阳，1注来自驻马
店。

次日下午，河南体彩信阳
分中心兑奖大厅来了一位戴
口罩的老人家，小心翼翼地打
开背包，拿出8张彩票兑奖，
工作人员仔细核对这些彩票
发现，原来信阳中出的21注
排列5一等奖，竟是他一人独

中。
据了解，7月6日当天，中

奖者汪先生（化名）路过信阳
市平桥区4115030323体彩实
体店进去坐了一会儿，选定号
码“00418”投注了6注。晚饭
后出门散步时，越想下午选的
号码越好，于是就在家附近的
4115030133体彩实体店又投
注了15注，此外还买了1张排
列3号码“004”，并进行了20
倍投注。

汪先生前后一共打了 8
张彩票，共计投注金额82元，

共中得21注排列5一等奖，奖
金210万元，20注排列3直选
奖 金 20800 元 ，合 计 奖 金
2120800元。

当晚开奖后，汪先生回到
家核对了傍晚投注的几张彩
票，结果全部命中，激动得一
夜都没睡好。汪先生说：“我
做事情总喜欢简简单单的，投
注彩票也是这样，体育彩票给
我带来了好运，增加了我的自
信心，今后会继续支持体育彩
票，多多献爱心，为社会公益
事业做贡献”。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杨惠明 通讯员 尹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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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风采”22选5开奖公告

河南销售总额为376744元，中奖
总金额为188731元。

中奖注数
5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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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注
23 注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全国开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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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元
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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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20061期

本期本省投注总额：15403706元，本省
中奖总金额为4148027元。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201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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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0740元。

中奖注数
641 注

1829 注
0 注

中奖号码：8 9 9“排列3”第20141期中奖号码

8 3 3
“排列5”第20141期中奖号码

8 3 3 2 1

顶呱刮出新票

“新速度新高度”河南上市
近日，一款用现代科技概

念，展现高速发展的中国取得
的科技成果的即开型体育彩
票“新速度新高度”在河南省
陆续上市销售。该票票面设
计使用时尚炫目的光影效果，
具有较强的视觉冲击力，单票
面值30元，头奖100万元。

改革开放40余年来，中
国的发展速度令世人瞩目，
一大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高科技产品不断提升百姓的
幸福感、获得感、自豪感。“新
速度新高度”以中国科技创
新为主题，体现科技及经济

高速发展的新速度，科技感、
未来感、现代感跃然纸上。

该票共有两款版式设
计。横向设计的“高铁版”，
一辆高铁飞驰而过，底色的
主体颜色为炫目的紫色，票
面干净整洁；竖向设计的“火
箭版”，展现了火箭点火升空
的壮丽时刻，让人不禁心潮
澎湃。

“新速度新高度”采用
“找奖金符号+数字匹配”的
经典组合玩法，共有29次中
奖机会，设10个奖级，一等
奖100万元。 河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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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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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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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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商咨询

●免费注册公司 18538203296

出租仓库厂院

●西南四环1200平方仓库及办

公用房出租，有土地证、免水

费、物业。13938507112李

信息窗口

●代交契税、房产税务咨询

契税补贴代办 15515621329
●学历证资格证建造药师咨询

上小初高好校咨询 66565839

寻人启事

●王伟东男52岁鹤壁山城区人，

老家桐柏县吴城乡郭老庄。

下肢残疾，膝盖处有手术疤

痕。离家 30多年，不知在何

处。现父已逝母健在。见字

联系弟王伟亮 18239263776

公告

●减资公告：河南宽长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0307MA45AJ9C0Y)经股

东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

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人

民币 500万元减至人民币 100
万元，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申报

债权，特此公告。

家政服务

●保姆保洁修家电 65930584

声明

●刘申，银联复合式空军军人保

障卡（813301180913196251）
遗失，此卡已注销，使用无效，

声明作废。

●郑州市公安局东风路分局闫浩

警官证 008033丢失,特此声明。

●王永红，身份证号 41132319
7908065315，特种作业焊工

证 411323197908065315不慎

丢失，声明作废。

●郑州王朝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遗失中国建设银行郑州桐南

支行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许可

证，账号：410015230240502
02348 ，核准号 J4910015548
401,声明作废。

●邵庆颜位于二七区新圃东街

117号 5号楼 4单元 38号，不动

产权证号为 9901012583号的

不动产权证遗失，声明作废。

如无异议，发证机关将予以补发。

●河南中医药大学遗失河南省

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

票据，付款单位:河南省人才

交流中心,编号 0004485，金
额 26010元，声明作废。

●因本人李占富不慎将契税完

税证票号为No.3419151908
00024824的办证联和个人留

存联丢失，特此声明作废。

●赵云清，郑州市卫生学校卫生

医士专业毕业，豫教中专毕字

（87）0003024，毕业证不慎

遗失，特此声明。

●葛强生警官证遗失，警号 10
1930，特此声明。

●马凯,河南大学专科网络系统

管理专业毕业证(编号 104751
201106000516)遗失,声明作废。

●郑州康正养老社会事务评估

中心（统一代码 52410100MJ
Y589215X)民办非企业单位

登记证书正副本、公章及财

务章遗失，声明作废。

●刘鹏妍遗失郑州曲梁同赢置

业有限公司 2017年 6月 21日
开具的房款收据，票号 0000
222,金额 10000元,声明作废。

●本人马晨轩,身份证号 41090
2199308139631,不慎将河南

升龙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开具

的装修保证金收据遗失,票据

号:0006481,票据金额:20000
元整(大写:贰万元整)特此声

明作废。由此产生的任何经

济纠纷与河南升龙商业管理

有限公司无关。

●陈栋材郑房权证字第070109
1919号房屋所有权证遗失,房
屋坐落于管城回族区货站街

162号院 2号楼 4单元 40号,特
此声明。如无异议,发证机关

将予以补发。

●田恩遗失开封市第二中医院

开具的河南省医疗住院收费

票据 1张，票号:0261573，
金额:3509.28元，声明作废。

●李军杰执业医师证遗失编号

2012029311000044特此声明。

●郑州市年捷消防设备有限公

司原公章、原法人章（肖竣

文）、原财务章丢失，声明作废。

●编号为 J411411781，姓名

郁恩茜，出生日期为 2009
年9月6日的《出生医学证明》，

丢失作废。

●王健的护士资格证书（证书编

号:2016141150100009）不慎

丢失，特此声明作废。

●李俊的护士资格证书（证书编

号:2016141150010051）不慎

丢失，特此声明作废。

●郑州市郑东新区虎子食品商

行营业执照正本丢失，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92410100MA
46XX9FXE，声明作废。

●中铁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郑

州市轨道交通 4号线工程土建

施工 02标段项目部财务专用

章遗失，声明作废。

●郑州市金水区尚爱鸡蛋饼店
营业执照副本遗失，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2410105MA45
63PH8N声明作废。
●本人刘参军，身份证号412328
196307213333与郑州润圣商贸
有限公司签订的《百度饮品特
许协议书》,该合同协议期限
为2018年03月15日-2020年03月
14日,合同地址为:新疆省吐鲁
番市托克逊县友好东路绿色花
园一栋五号商铺，现声明此协
议作废,郑州润翔餐饮管理有
限公司以及郑州润圣商贸有限
公司不再对该合同负任何责任。
●许蓝溪 (身份证号 41032220
1708160168）遗失孟津县中
医院开具的住院补偿表,医疗证
号 4103221004040063,编号
6796,金额:483.25元,声明作废。
●编号为O410497777，姓名
陈雨曦，出生时间为 2014年
2月 17日的《出生医学证明》
丢失，声明作废。
●世纪天缘(洛阳)生态科技有
限公司公章(4103110056215)
、财务章、法人章(彭杰)不
慎丢失,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