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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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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描二维码加好友
线上咨询办理业务

大河报广告中心
1.中原路与大学路交汇处向北50米
路东（大学路40号）

67947825 67425030
2.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65796171 65796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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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

●河南硕顺商贸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32
6MA45UD7D9G)股东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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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
特此声明。

●寻亲公告:徐强三于2015年9
月15日在中牟县刘集乡三王

村村东头附近捡一弃男婴,灰
色被子包裹,没有任何身份信

息,收养至今,现寻找小孩亲生

父母,如未认领将依法办理收

养登记.电话13213244441

●信德保险公估有限公司河南

分公司（91410100MA40YKQQ
2C）经股东会决定，已向登

记机关申请注销，特此公告。

●郑州市“一环十横十纵”示

范街道整治提质工程-管城区

未来路(沈庄路-果园南路)项
目施工二标段,我部计划8月5
日至8月11日施工未来路(青
年路-郑汴路段)中分带,道路

施工需对中分带位置进行围

挡封闭,凤凰路口南北侧BRT
站台因进站道届时封闭导致

无法正常使用,BRT站台公交

车辆B1，B101，B15将临时

停靠在两侧的凤凰路站的常

规站台方便市民乘车.施工造

成不便敬请谅解,请知情。广东

恒辉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声明

●遗失声明：河南省大河基础建

设工程有限公司2016年9月30
日开具的郑州市融创美盛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投标保证

金收据（票号3722776，金额

50000元）丢失，声明作废。

●缴款人王海民于2019年10月
29日交纳的诉讼费-案件受理

费4100元所出具的票号为097
2098的《河南省政府非税收

入票据》收据联不慎丢失，因

此造成的一切法律后果由本

人承担，特此声明。

●中牟县官渡镇讯捷通讯店遗

失公章（编码：4101220046
183）声明作废。

●特百惠美鸿城专卖店,店编53
088,店主姓名刘红香因ETUP2
000元押金收据遗失,声明作废。

●特百惠雅宝国际专卖店，店

编43577，店主姓名马诗源，

因5000元保证金和ETUP2000
元押金收据遗失，声明作废。

●邢梦洋,女,河南农业大学信

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本科

毕业证丢失，毕业证号:104
661201105007850,声明作废。

●王超峰巩房权证字第022026
号房屋所有权证遗失,房屋坐

落:巩义市新兴路24号8号楼

付20号(35号楼5层506室),
特此声明作废,如无异议,发
证机关将予以补发。

●本人王天赐，不慎将人民警

察证遗失，警号：4119555。
特此声明作废。

●许昌县风芹理发店(注册号:
411023620047443)营业执照

正本丢失，声明作废。

●天津东方奥特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公章已变更,原公章声明

作废。

●孙锦博（男，出生时间为2008
年11月22日13时05分）的出生

医学证明（出生证编号为 l410
272498）丢失，声明作废。

●洛阳市西工区欧梵办公家具

经营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
10303MA40YAW358)公章(
编码4103030078720)于2019
年1月9日丢失，声明作废。

●赵颢霖（2017年10月18日出

生）丢失编号为Q412173576
的出生医学证明声明作废。

●郑静怡（2017年1月19日出

生）丢失编号为Q411616971
的出生医学证明声明作废。

●郑州市郑东新区宜隆汽车配

件商行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10100
MA46CJ648X声明作废。

●沙蕊410725198707100020
遗失河南永威置业有限公司

开具的发票，发票代码4100
171350发票号码00341515
金额583341元声明作废。

●编号O411993964,姓名陶馨宜

,出生日期为2015年2月11日
的《出生医学证明》遗失作废。

●编号为L410443760，姓名为:
魏佳音，出生日期为2011年09
月28日的21时35分的《出生医

学证明》丢失，声明作废。

●编号C410288223,姓名:刘宸瑀

,出生日期2003年1月13日的

《出生医学证明》丢失作废。

●吴瑞英郑房权证字第030101
4975号房屋所有权证遗失,特
此声明如无异议发证机关将

予以补发。

●河南通都律师事务所张黎明

遗失律师执业证,证号14112
201210515763，声明作废。

● 变更声明

河南泰戈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由翁娇变更为王

鑫涛，且原法定代表人及所

有股东的股份全部出让。变更

前包括但不限于债权、债务等

与公司有关的其他事项均由

原法定代表人和原股东承担，

公司新法人和新股东不承担

由过去事项形成的任何欠缴

税款、往来债务、合同义务等

相关事务。特此声明。

2020年07月31日

●郑州市公安局解放路分局吴
清超警官证号008803遗失作废。
●秦志洋(身份证号4107261992
02256645)将河南谦晟祥和实

业有限公司开具的 6007363号
定金收据,金额 20000元；6007
472号首期款收据,金额51192元；
6007474 号维修基金收据，金

额 5732元，以上客户联丢失，

特此声明作废。
●巩义市润晖净水设备有限公
司公章（号410181065401
9）和法人章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洪荒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财务专用章法人章（法人：
史玉莹）丢失，声明作废。

每注金额
1000 元

50 元
5 元

23 元
154 元

1463 元

第2020167期中奖号码
4 5 11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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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9952元，中奖
总金额为94737元。

中奖注数
0 注

184 注
4148 注
139 注
229 注
18 注

981576 元
4249 元
1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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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72期

全国
中奖注数

1 注
33 注

167 注
1110 注
6742 注

12306 注
75099 注

全省
中奖注数

0 注
0 注
3 注

18 注
160 注
316 注

2240 注

09 11 16 17 19 25 30 15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201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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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1516元。

中奖注数
902 注

0 注
1127 注

中奖号码：6 4 1
“排列3”第20166期中奖号码

3 4 3
“排列5”第20166期中奖号码

大乐透第20071期中奖号码

前区01 12 16 28 33后区03 12

3 4 3 3 8

“中了大奖就要感恩和回
馈，我们一家打算向慈善组织
捐款50万元。”7月 30日上
午，大乐透第20069期1800
万大奖深圳得主善先生（化
名）在兑奖时不忘公益。

善先生于7月29日在深
圳一家体彩实体店购买了一
张5注、追加投注的大乐透彩
票。 7月30日早上，善先生
又路过那家体彩店，就到店
里去兑奖，结果被告知“你中
了大奖，要到体彩中心去兑

奖”，然后他就拿着票，跟店
里写的开奖号码核对了一
下，这才知道中了1800万！
在办理兑奖过程中，善先生
一直用手机查询深圳的慈善
组织有哪些、捐款该怎么办
理等信息。原来这是他们全
家共同做出的一个充满爱心
的决定。得知中奖后，善先
生立即打电话跟太太和儿子
报告喜讯，全家人在惊喜之
余，一致决定向慈善组织捐
献部分奖金。 中体

顶呱刮送惊喜

“十倍幸运”10元换回25万大奖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杨惠明 通讯员 张耀华

买彩票，中大奖是每个购
彩者的梦想，而实现梦想的人
每天都在我们身边出现！郑
州东区 4101052098 体彩实
体店的购彩者小张（化名）就
是这么一位幸运儿，出门买菜
途中随手买的一张即开型彩
票体彩顶呱刮“十倍幸运”，就
刮出25万元大奖。

7月27日下午，幸运购彩
者小张带着中奖彩票来到河
南体彩郑州东区分中心兑
奖。兑奖间隙，他讲述了自己
的中奖经历。

据悉，小张是一位资深购
彩者。当日下午，小张去菜市

场买菜，归来的途中正好路过
郑州东区4101052098体彩实
体店，就用买菜找回的10元零
钱，买了一张体彩顶呱刮“十倍
幸运”。“我也没挑，让代销者随
意拿了张给我。我是一行一
行刮开的，前几行都没中，后来
刮着刮着出现了‘04’，与中奖
号码相符，一看奖金居然是25
万元，简直不敢相信。”

小张表示当时第一感觉
就是蒙了，还认真地一个数一
个数地读了一遍，心想：“没弄
错吧，自己真的中大奖了？”自
己又仔细数了几遍仍觉难以
置信，再仔细核对背面的游戏

规则后才确定自己中奖无疑，
于是匆忙把这个喜讯告诉代
销者。

办理兑奖后，小张难掩心
中的喜悦，激动地说：“以前看
到报纸上一个个中奖故事，从
来没想过那样的幸运会降临
到自己头上，买菜找回的零钱
都能中个25万元大奖，太意
外了！体彩顶呱刮太有吸引
力了！总能给人带来心跳的
感觉，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中奖
号码下方的覆盖膜内到底会
出现什么。有了这笔奖金，正
好可以改善一下家人生活
了。”

好运不断 安阳接连中出排列5大奖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杨惠明 通讯员 路通

7月 22日 ，体彩排列5
第 20154期开奖，开奖号码
为：81062，全国开出60注一
等奖。其中一注出自安阳市
朱 家 营 村 商 都 银 行 东 的
4105220046体彩实体店。

开奖次日，中奖者王先
生（化名）到河南体彩安阳分
中心领取了奖金10万元。王
先生是带着妻子一起来兑奖
的，他说要把中奖的好运气
与妻子一起分享。

王先生的中奖彩票上
有2组号码，其中第2组号码
与当期开奖号码相同。据介
绍，王先生是体彩排列5的老
粉丝，喜欢把看好的几个数

字组合在一起进行投注。
购彩当天，王先生看好

“80162”这几个数字，搭配
组合成“80162”和“81062”2
组号码，没想到第二组号码
帮助他收获了 10 万元奖
金。

兑完奖后，王先生说：
“我比较喜欢体彩排列5，每
天都开奖，我每天都会购买
几注，这样晚上有个念想儿，
很有意思。同时花钱不多还
能公益，以后会继续支持。”

中奖不停，好运不断。7
月 27 日 ，体 彩 排 列 5 第
20159期开奖，开奖号码为：
48117，全国开出159注一等

奖，单注奖金10万元。其中
10注出自安阳市洹北关区北
4105030217体彩实体店。

开奖第二天，中奖者武
先生（化名）就到河南体彩安
阳分中心领取了奖金100万
元。

据武先生介绍，购彩当
天，他对“48117”这组数字感
觉非常好，所以在投注时一
改往日单倍投注的习惯，进
行了10倍投注。

当天晚上回到家，武先
生习惯性地查看开奖结果，
当发现开奖号码与自己彩票
的号码一样后，瞬间开心得
像个孩子。

千万大奖得主领奖不忘做公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