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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二维码加好友
线上咨询办理业务

出租招租

● 长城宾馆房屋招租

长城宾馆位于郑州市经七路

与黄河路交叉口西南角，北

邻黄河路，东邻经七路，西

邻地铁 5号线，交通便利，环

境优雅。现对以下项目招租：

1.永兴楼一层玻璃房约 15㎡
商用。2.经七路 32号附 1号
临街商铺约 540㎡商用。3.
永兴楼二层约 560㎡办公。

价格采用竞价的方式。联系

方式：李先生 13938559788

公告

● 郑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崔鹏：本委受理申请人岳超与

你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纠纷

仲裁案【（2019）郑仲案字第

0813号】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本委（2019）
郑仲裁字第08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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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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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寻亲公告

●寻亲公告:2014年3月22日,我
在自家门口捡到一名男弃婴,
原名王嘉骏,现名王加晋,出
生日期 2014年 3月 13日,今虚
岁 7岁,急需入户口上学,现寻
孩子的生母,联系人:王平,
电话：15324719958
●寻亲公告:我叫冯娟娟(身份
证4110231985XXXX3063)家住
河南省许昌县小召乡前冯村，
我父亲冯国治于2016年12月
22日下午在河南省许昌市建
安区苏桥镇清潩河凉亭河堤
发现一名弃(女)婴，已奄奄
一息,经抢救治疗脱离危险后
一直由我抚养，今年已经3岁
半了，取名韩伊茜。现寻其亲
生父母,联系电话15649831685，
自登报之日起90日内无人认领，
将依法安置。

声明

●遗失郑州赛安思机械设备有

限公司的海运正本提单三正

三副,提单号AWSALX20078004,
船名航次ONE MANCHESTER
V.024W，声明作废。

●陈涛,陈琰郑房他证字第11
03085578号他项权证因保管

不善遗失，特此声明。

●洛阳金仓黄金珠宝有限公司，

注册号：410394000012097营
业执照副本丢失，声明作废。

●王金良身份证(410825196204
284012)行驾驶证丢失,要是别

人在网上网贷,办信用卡与我

无关，特此声明。

●由于本人宋聪聪、刘少强遗

失在郑州鑫岚光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购买的中原区石羊

寺A-3-2地块项目2-1-310购
房收据,票号:2006789,金额：

462.00元，声明作废。

●本人刘辉，身份证号6227011
98808234511由于本人保管不慎，
将2018年10月16日与郑州润翔

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特

许经营合同》遗失,合同期限

2018年10月16日-2020年6月16
日,合同地址：陕西省西安市

灞桥区弘知路潘村,现声明此

协议作废郑州润翔餐饮管理有

限公司不再对该合同负任何责任

●李胜涛(身份证号41272219
8812104093)不慎遗失二级

建造师执业资格证书（证书
编号0125821,签发日期201
6年3月9日）于2020年6月遗
失，声明作废。

●郑州九润堂大药房有限责任

公司公章（编码41010400465
52）丢失，声明作废。
●长垣县龙发装饰有限公司公
章(编码4107282001257)、
发票章、财务章(编码41072
80010443)丢失,声明作废。

●新乡市琳凯劳务有限公司开
户许可证遗失,核准号 J49800
06476301账户11710078801300
000724开户行: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有限公司新乡支行,声明作废
●郑东新区白沙镇简一精品酒
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10
100MA46Y0LH84）营业执照副

本遗失，声明作废。

●河南子豫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一枚，编号4101050
217542，声明作废。

●本人王宇光，遗失新密和昌
溱水一号2018年12月15日定
金收据，单号:0183948，金
额1万，声明作废。

●陈振军遗失河南中庚实业有

限公司2020年2月19日开具
的1号院-3-1-1910首付分期
还款收据，编号0039278，金
额54000元，声明作废。

●编号N410910151，姓名胡卜

刈，出生日期为2013年08月30
日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作废。
●我单位河南奥斯卡新天地影
城有限公司原公章编号：41
01020020066遗失声明作废。

●郑州市城乡规划局不慎遗失

郑州银行互助路支行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J49100056
99206，现声明作废。
●芦清，女，就业失业登记证
丢失，证件号码4101040019
006772，身份证号码410104
198709290046，声明作废。
●本人郭灵丽(身份证号412701
198107092021)河南建业恒新
置业有限公司建业花园里收

据(房款票号0823424、08234
25、0823426，金额20000元、
320000元、341108元;维修基
金票号0823403,金额8479元；

工本费票号0823404，金额60
元)遗失，声明作废。
●因本人不慎将郑州天荣物业
服务有限公司于2020年4月3
日开具的姓名:周永强,票号:0
026912,房号:天荣物流区42号
的租金合计:7500元收据丢失,
现声明此收据作废,以后由此引

起的一切纠纷均有本人负责。

●周嘉燊,2019年7月毕业于新
乡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本科
毕业证遗失,证书编号:1047
21201905002320,声明作废。

●郑州市金水区左右间城北路

店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郑州市惠济区银河超市遗失
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编号 JY
14101080047669,声明作废。
●河南晟谦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
MA46AEFC6R)营业执照正本

和公章(编码4101000279578)
丢失,声明作废。
●本人白丽,身份证号:3715221
98710268041由于保管不善，

遗失郑州美好艺境置业有限

公司于2017年12月16日开
具给本人的收据,收据号码:3
159515收据金额:13840元,收
据所载款项内容:亚新美好艺

境车位A061定金收据。本人现
声明：上述收据已作废，因此
引起的纠纷与贵司无关。
●王华美不慎将与郑东市场A
馆5排20号和22号签订的经

营合同(合同编号0160864）
丢失，与市场签订新合同后
原合同作废，特此声明。

每注金额
9486 元

50 元
5 元

23 元
154 元

1463 元

第2020162期中奖号码
9 11 13 1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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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904元，中奖
总金额为213054元。

中奖注数
6 注

316 注
4567 注
221 注
445 注
30 注

0 元
83253 元
3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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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 08 14 15 18 21 22 13

第2020070期

全国
中奖注数

0 注
0 注
2 注
5 注

115 注
202 注

1653 注

全省
中奖注数

0 注
2 注

105 注
394 注

4207 注
8994 注

58022 注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201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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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1784元。

中奖注数
463 注

0 注
847 注

中奖号码：8 1 0

“排列3”第20161期中奖号码

7 0 4
“排列5”第20161期中奖号码

大乐透第20069期中奖号码

前区05 07 26 30 31后区07 10

7 0 4 4 1

说起大奖得主的购彩方
式，可谓各有不同，有机选
的、有自选的、有单式的、有
复式的、有临时改号的、也有
就爱守号的。而守号，一方
面省去了选号花费的心思，
一方面也体现了彩民对某一
组号码的执着。

7月27日一大早，江西
福彩迎来了一位戴着帽子的
男士，据询问，得知他便是双
色球第2020066期南昌600
万大奖得主赵先生。他是一
位偏爱守号的老彩民，也因
为他的坚守，凭一张单式5注
10元票，幸运地拿下了头奖
1注。

赵先生不到40岁，但彩
龄已达十几年，虽然买彩票
的历史很辉煌，可赵先生还
是头一回中大奖。“我买彩票
都买了十几年了！没想到这
次终于轮到我中大奖了，多
亏坚持守号，这组号码真不

错！”赵先生说，他自己钟爱
守号，每期除了机选几注号
码，必定会再买一组自己选
的号码。谈及中奖号码的由
来，他表示也没什么特殊的
意义，觉得这组号码还不错，
就一直守号，有一年多了。

谈起购彩之路，他也分
享了自己的经历，虽然双色
球已成为一种生活习惯，但
他从没有抱着一定要中奖的
心态购彩。“中奖了当然好，
没中奖也不会怎么样，还可
以做公益呢，该买还是会买，
十几年都这样买下来了，已
经习惯了。”

谈到奖金的规划使用，
赵先生依然非常理性。“目前
还没想好有什么下一步的打
算，总之先存着这笔奖金，日
子还要继续过，彩票还会继
续买，反正这个习惯是不会
改的了。”

中彩

福彩生日趴 好礼送万家

福彩嘉年华系列活动正进行
为庆祝中国福利彩票诞

生33周年，中国福利彩票发
行管理中心于7月27日启动
福彩嘉年华系列活动。据悉，
活动以“福彩生日趴，好礼送
万家”为主题，为期20天。

此次活动分为“增福添
彩、幸运有‘7’”“结伴双色
球、骑行公益周”和“种福种
彩、福运加倍”三个部分。7
月27日当天，活动参与者出
生月份或日期中只要含有数
字“7”即可领取福彩体验券
一张；7月28日至8月5日，
活动参与者可通过自己的骑

行助力扶贫，同时可获得一张
福彩体验券；8月6日至8月
15日，活动参与者可通过线
上种福树的形式为福彩生日
送祝福，并可通过好友分享的
方式，积累福气值使“福树”茁
壮成长，领取更多的福彩体验
券。

1987年7月27日，第一
张中国福利彩票在河北省石
家庄地区售出。33年来，中
国福利彩票始终秉持“扶老、
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
旨，倡导“寓募于乐、多人少
买；量力而行、理性投注”的购

彩理念。截至2019年 12月
31日，全国福利彩票累计发
行销售22109.64亿元，筹集
公益金 6568.65 亿元，为我
国的社会福利事业和公益事
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多年来，无数购彩者通过
福利彩票奉献爱心、追逐梦
想。33岁生日之际，福利彩
票邀请更多的社会公众走近
福彩，体验福彩，感受福利彩
票独特的魅力。福彩生日趴，
好礼送万家，福利彩票为您的
生活增福添彩！

中彩

7 月 28日晚，中国福利
彩 票 双 色 球 游 戏 进 行 第
2020069期开奖。当期双色
球红球号码为 03、09、10、
13、18、26，蓝球号码为04。

当期双色球头奖7注，单
注奖金为782万多元。这7
注一等奖花落 2 地，河北 5

注,深圳2注,共 7注。二等
奖开出99注，单注金额24万
多元。当期末等奖开出781
万多注。

当期红球号码大小比为
2∶4，三区比为3∶2∶1；奇偶比
为3∶3。其中，红球开出两枚
斜连号 13、26；一组二连号

09、10；一组同尾号 03、13；
一枚重号26；一枚隔码09；蓝
球则开出04。

当期全国销量为3.43亿
多元。计奖后，双色球奖池
金额为10.16亿多元，下期彩
民朋友将有机会 2 元中得
1000万元。 中彩

双色球开出7注782万元头奖

守号投注
老彩民捧回头奖
为一张单式10元票，收获双色球奖金600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