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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期送出54辆汽车

河南福彩送汽车活动圆满收官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琛星

7月 22日上午，河南“福
彩双色球，每周送汽车”活动
第9期六位中奖者开心领走汽
车，他们来自郑州、信阳、漯河
等地。据了解，这是此次送汽
车的最后一期，也就是说自5
月18日至7月19日，连续9周
的送汽车活动圆满结束，其间
抽奖9期，共送出汽车54辆。

“本想着不会中奖了，已
经是最后一期了，真的是万万
没有想到，最后来个惊喜，太
幸运了。”邓州彩民张先生说，
他是双色球老彩民了，此次活
动一开始，他积极参与，每期

不落，一方面买个希望，一方
面还能博得双重大奖。“你想
平时中奖，没有汽车，这次活
动，说不定能中奖，同时还能
中汽车，挺不错的。”

与张先生一样，众人显得
格外开心，毕竟最后一期中
奖，“可以说是惊喜，看来不到
最后，还是不能放弃希望。”办
好验票登记手续，幸运彩民在
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出发来到
汽车4S店。颁奖仪式后，幸运
彩民开始挑选心仪的车架号，
并登记确认、合影留念。

据悉，5月18日至7月19

日，连续9周，河南福彩开展
“福彩双色球，每周送汽车”活
动。其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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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以周
为单位，每周共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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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前，活动已经圆满结束，在这
个夏季为彩民送去了惊喜与
好运。

单式投注，我省两彩民拿下头奖
安阳、濮阳彩民分别收获双色球奖金883万元

7月19日晚，福彩双色球
第2020065期开出头奖5注，
单注奖金为883万多元，花落
4地，其中河南彩民收获2注，
成为当期最大赢家。

从河南省福彩中心获悉，
这两注头奖分别出自安阳市安
阳县水冶镇南街41550221投
注站、濮阳市新商贸中心对面
41090113投注站，均采用单式
投注，收获奖金883万元。

随后，两位大奖得主相继
来到省福彩中心领奖，讲述自
己的中奖经历。7月20日，开
奖后第一天，濮阳大奖彩民刘

先生（化名）快速现身兑奖，他
购彩多年，喜欢复式投注，时
常能中点小奖，收获购彩乐
趣，同时也保持平常心。“这次
中了大奖，实在是没有想到。”
他说，最近这段时间，他经常
把选好的复式号码，拆开成单
式号码，以此投注，而这次中
奖的正是拆开的其中1注号
码。“很开心，以后会继续购买
双色球。”

相比之下，安阳彩民李先
生（化名）兑奖经历显得有点
曲折。7月21日，李先生现身
兑奖，他直言“有点赶”。原

来，他虽在外地工作，但一直
委托朋友在老家购彩，当期出
票后，他也没有关注开奖结
果。直到看到大奖信息，出自
他购彩的站点，这才赶紧核实
自己的彩票号码，结果才发现
自己中了大奖。“就赶紧从外
地赶回来了，虽然时间紧，但
心里很高兴，守号两年了，终
于圆了大奖梦。”

对于奖金，李先生表示，
目前还没有更好的计划，先存
起来，以后慢慢打算。“会保持
理性和平常心，好好生活，继
续购彩。”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琛星

与幸运结缘

彩民摘得千万大奖
7月14日晚，双色球第

2020063期开奖，苏州彩民
中得1注一等奖，单注奖金
1000万元，为一张10元单
式票。

小王表示，自己非常喜
欢数字 6，取其谐音“顺”。
这张中奖彩票就是当时随
机换了 6 组号码之后出票
的。“纯粹就是买着玩的，谁
知道会中奖啊。真的太开

心了！”直到办理完兑奖手
续，小王的兴奋之情依然溢
于言表。

经过一番思考后，小王
郑重其事地对工作人员说：

“既然6给我带来了好运气，
中了大奖，我想首先捐出6
万元做公益慈善款，略表心
意。至于剩下的奖金，那就
暂时先存着吧，等下一步细
致规划好再说！”中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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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销售总额为378332元，中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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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河南 3D及附加玩法销售额为
160996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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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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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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报
分类广告

公告

● 郑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河南红亨垣商业管理有限公

司：本委受理申请人王祯与

你方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仲

裁案[(2020)郑仲案字第0039
号],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0)郑仲裁字

第0039号裁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本裁决为终局裁决。

● 郑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河南红亨垣商业管理有限公

司：本委受理申请人于红丽

与你方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

仲裁案[(2020)郑仲案字第00
41号],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0)郑仲裁

字第0041号裁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本裁决为终局裁决。

● 郑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河南红亨垣商业管理有限公

司：本委受理申请人徐会杰

与你方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

仲裁案[(2020)郑仲案字第00
40号],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0)郑仲裁字

第0040号裁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本裁决为终局裁决。

● 郑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河南红亨垣商业管理有限公

司：本委受理申请人董心灵

与你方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

仲裁案[(2020)郑仲案字第00
42号],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0)郑仲裁

字第0042号裁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本裁决为终局裁决。

● 郑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河南红亨垣商业管理有限公

司：本委受理申请人王荣丽

与你方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

仲裁案[(2020)郑仲案字第00
43号],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0)郑仲裁

字第0043号裁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本裁决为终局裁决。

●邓州市邓杨农作物种植专业

合作社（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3411381MA4570HR6E)经决

定拟向合作社登记机关申请

注销登记,登报45日内向本合

作社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信息窗口

●学历证资格证建造药师咨询

上小初高好校咨询 66565839
●代交契税、房产税务咨询

契税补贴代办 15515621329

声明

●郑州市金水区姜卿烟酒店遗

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2410105MA4716
EHOY，声明作废。

●韩云龙,空军军人保障卡（账

号813506150326245188）遗
失，声明作废。

●许昌市建安区裕鑫出租车服

务有限公司开具给豫KT6809
杨彩勤.保证金票号0005701的
收据因个人原因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省新乡市新凤水泥有限

责任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注

册号4107001000832）、组织

机构代码证（代码17291761-6）
、税务登记证（豫地税字410700
17291761-6号）遗失，声明作废

●郑州市金水区顺跃百货商店

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2410105MA46W
LPY9Y，注册号：410105602
106278）遗失，声明作废。

●许昌市建安区裕鑫出租车服

务有限公司开具给豫KT6699
鲁金标.保证金票号0005702的
收据因个人原因丢失声明作废。

●李诗琪,女,出生日期:2016年
8月31日,编号Q410287869的
出生医学证明遗失,声明作废。

●郑州市二七区环境保护协会，

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正副

本（二七民社证字第016号）
遗失，声明作废。

●河南千万间置业有限公司原

银行预留印鉴王六保私章丢

失，特此声明作废。

●程俊琴，森海正阳门18#11层
1103户首付款收据遗失，收

据号3035622，金额39635元，

收据号7012275，金额26423
元，声明作废。

●郑州市金水区段段快餐店营

业执照副本遗失,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2410105MA477D
9Q47,声明作废。

●河南希格玛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客户邬俊婕房源预约保留

协议与收据丢失，协议号04
收据号5912784，收据金额

10000元，声明作废。

●郑州市二七区绿城幼儿园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办学校办学

许可证副本遗失，教民1410
10360000210号，声明作废。

●郭登峰遗失郑州树青医学院

毕业证，证号01981780遗
失临床医学专业学历证书，

证号：01981780，声明作废。

●(父亲:柴照林:母亲:万倾)柴
茗潇: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P410862263声明作废。

●吴梦娟在许昌市宏乾置业有

限公司2018年7月20号开具的

首付款收据，票据号码175178
8金额496889元丢失声明作废。

●沁阳市顺源运输有限公司豫H1
X23挂车行车证丢失,声明作废。

●郑玉彤,身份证号：13050320
0009130621,高新区正弘云都

会熙园10-1-0132号首付款

发票遗失,发票号11035423,
金额207000元,声明作废。

● 严正声明

本人田开贵,身份证号:4109
27195****136015,法名:释海

龙,未授权任何公司和个人在

国内使用我头像和法名从事

商业活动。特别声明:未经我

本人授权,用我本人头像和法

名打广告的公司和个人,将追

究相关法律责任,特此声明。

●齐雪芹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

可证正副本,豫交运管许可郑

字410109002480号,声明作废。

●洛阳虫子智能科技有限公

司遗失财务专用章一枚，

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