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8月6日 星期四 责编 李哲 美编 唐鼎

彩票AⅠ·11

近期，福彩双色球第
2020068期开奖，湖北彩民
再次收获了2注头奖，这两
注一等奖全部被荆门彩民所
收获，随后幸运彩民宁先生
偕妻子现身兑奖。

宁先生是个85后，买彩
票十多年了。他平时一般都
投注复式“6＋5”，然后再多
倍投注。一旦遇上双色球活
动，他就会组织单位的几个
爱好彩票的同事，一起合买。

此次恰逢当地双色球又
开展促销活动，宁先生再次
和他的7个同事，组织了一
个8人合买团队，每期投注6
组11＋1的双色球。合买的
人视自己的承受能力来参
与，而宁先生则每次占到总
股数的三分之一。

借鉴去年的选号经验，
宁先生当仁不让地仍然是
出号人。每次投注，他会提
前做好功课，第二天一大早
就去投注。当晚10点左右，
通过定制的手机短信，宁先
生 发 现 他 们 合 买 的 6 组
11＋1的彩票全部中奖。中
了一等奖的这张彩票，由于
是复式投注，总奖金达555
万元。

宁先生马上把中奖信息
告诉了同事。因为同事们第
二天上班离不开，就全权委
托宁先生一人兑奖。这次参
与合买的8人，按出资比例，
最少的一人可分得40多万，
最多的是他自己，可以分得
140多万元。

中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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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房产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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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描二维码加好友
线上咨询办理业务

房地产

●39万急售二七广场附近44平
公寓15515586886白先生

寻亲公告

●寻亲公告:无名男约

40岁智障2020年8
月4日在郑州市金水

路百文眼镜城门口

流浪郑州市南阳路公安分局

将人护送来站有知情者自登

报30日之内与郑州市救助管

理站联系0371-68953510
●攸伟,男,38岁,身高183,(曾
住河南新乡市卫滨区新建街

7号)。2010年7月从新西兰回

国,与前妻失联,一直在寻找

你。若本人或知情者见到此

启事请尽快联系:ChinChew
,22560942@qq.com或+64063
538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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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

●河南博思霖环境检测有限公
司现申请注销，证书编号:16
1612050499，特此公告。
●河南民安荟进出口贸易有限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
10108077847269Q)经股东
决定即日起解散，本公司已
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请各
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通知书
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
书的自此公告发布之日起45
日内到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 公司成立公告
铭信(河南)典当有限公司成
立基本信息，股东:河南省长
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长垣
县长盛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住所: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
区(郑东)金水东路49号6号楼
1层附13号;注册资本金:陆仟
万元整;法定代表人:谷季泽。
我公司承诺申报材料真实合
法有效、依法合规经营，并
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特此公告

铭信(河南)典当有限公司
2020年8月5日

●减资公告:郑州信达管业有限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
4101006700905942）经股
东会议决定，拟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
册资金人民币10010万元减
至4600万元，请在债权人于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
本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提供
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河南医梵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拟注销，望债权人45日内速

到公司办理相关手续。

声明

●闫嘉豪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O410486331出生时间2014年1
月22号04时45分遗失声明作废。

●张浩于2020年8月3日在湖北

十堰遗失身份证,身份证号

411328****03100032,发证

机关:新野县公安局,有效期:
2015.03.23-2025.03.23,特此

声明。身份证遗失期间由此

身份证产生的任何法律责任、

经济责任概与本人无关。

●中牟县天辉日杂店(注册号4101
22600370186)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公章，声明作废。

●郑州梓婷园艺有限公司（914
10108MA468T2G6Y）发票专

用章遗失，声明作废。

●曹红,女,身份证号41072419
8612057043,2009年7月毕业

于河南科技学院旅游管理专

业,本科毕业证遗失,证书编

号:104671200905002306,声
明作废。

●郑箴箴郑房权证字第130130
39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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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舒然（男，出生时间为2014
年2月27日9时55分）的出生医

学证明（出生证编号为O41028
4527）丢失，声明作废。

●黄怡涵（女，出生时间为2008
年12月21日18时30分）的出生

医学证明（出生证编号为 I4
10275012）丢失，声明作废。

●徐安宁（女，出生时间为2013
年12月28日9时53分）的出生

医学证明（出生证编号为O41
0283019）丢失，声明作废。
●吴雨然（女，出生时间为2014
年7月12日14时15分）的出生
医学证明（出生证编号为O4
10294701）丢失，声明作废。
●编号为 O410001736,姓名梁
思钰,出生日期2014年3月12
日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
,声明作废。
●河南盛兴汽车货物运输有限
公司豫AV7680营运证(郑410
105004107)遗失，声明作废。
●郑州牛牛快跑货物运输有限
公司遗失车牌号豫A0025E
的营运证，声明作废。
●巩义市科奇贸易有限公司公
章丢失编号410181333867
6声明作废。
●杨树茂位于巩县县城新兴
路26号的房屋所有权证（
巩城私字第1677号）丢失
声明作废。
●赵冬梅位于巩义市嵩山路
119号8号楼附8号的房屋
所有权证（号120102857
5）丢失声明作废。
●郑州经开区爱贝特幼儿园遗
失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副本，
证号：教民141010460100
280号，声明作废。
●郑州经开区金娃娃幼儿园遗
失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证
号：教民14101046010017
0号，声明作废。

●河南亚嫚建材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正副本和公章遗失，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M
A47L4MR74声明作废。

●河南嫚永商贸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正副本和公章遗失，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M
A47L84Y00声明作废。

●郑州曼秀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副本和公章遗失，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
0MA47KYJK71声明作废。

●闫许朋、李迎霜共同所有位

于巩义市永新路107号9号楼

付72号(巩义市东区宇华二

期9号楼4单元9楼西户)的房

屋所有权证(巩房权证字第14
01183506-1巩房权证字第14
01183506-2)丢失声明作废。

●孙红丽郑房权证字第080101
175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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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当代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副本（6-6）丢失，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
271740289K，声明作废。

●临颍商基实业有限公司的行

政章、财务章、法人章和营业

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4111223969592683）
丢失，声明作废。

●沈丘县北城家家乐窗帘布艺

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2411624MA45
FB2M3A,声明作废。

●王陆浩不慎遗失中州大学毕

业证，证书编号1106812013
06002429，声明作废。

●王鹏彬(身份证号:41018219
8110192959)，遗失河南中泛
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的溱水壹号
房款收据，收据号:0135202,金
额242041元，声明作废。
●朱简宁(女，出生时间为2008
年4月01日02时48分)的出生
医学证明(出生编号为 I4102
78216）丢失，声明作废。
●中牟县质诚家电商行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2410122MA4
1J5299Y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郑州市金水区美彩百货商行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1010
5MA4728XN1J）营业执照副

本遗失，声明作废。

●袁忠花01561352号契税完税

证办证联丢失声明作废。

●王辰睿(男，出生时间为2014
年3月19日11时26分)的出生

医学证明(出生编号为O4102
82309）丢失，声明作废。

●李亚辉(身份证号4101811986
10186938)不慎将与河南宏江

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签

订的协议书(协议编号:0000075,
房号为宏江溢彩年华二号院

2号楼206户),以及收款收据遗

失(收据编号为:0023680,金额:
30000元),特此声明作废。

每注金额
57274 元

50 元
5 元

23 元
154 元

1463 元

第2020169期中奖号码
1 7 9 13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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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6358元，中奖
总金额为162363元。

中奖注数
1 注

264 注
5622 注
386 注
252 注
11 注

540169 元
9645 元
1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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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07 12 14 21 24 27 26

第2020073期

全国
中奖注数

0 注
0 注
9 注

13 注
298 注
371 注

2267 注

全省
中奖注数

2 注
16 注

204 注
595 注

5833 注
9689 注

64199 注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201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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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2214元。

中奖注数
222 注

0 注
953 注

中奖号码：9 6 5

“排列3”第20168期中奖号码

7 8 6
“排列5”第20168期中奖号码

大乐透第20072期中奖号码

前区11 15 18 20 27后区05 06

7 8 6 9 2

机选投注 七旬彩民捧回大奖
新郑彩民喜领双色球头奖582万元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琛星

7月30日晚，福彩双色球
第 2020070 期开出头奖 23
注，单注奖金582万多元，花
落9地，其中河南彩民收获1
注，出自郑州市新郑龙湖镇龙
湖广场41510875投注站，为
一张单式5注票，命中大奖。

开奖后没多久，大奖得主
刘先生和家人现身领奖，他是
一位七旬老人，购彩有二十多
年了，基本上每期都买。但他

一直采用机选投注，也不守
号，保持着平常心态。“时间长
了，就成习惯了，每期买的也
不多，算是有个念想，没想到
好运还是来了，很激动。”

据介绍，当天是双色球的
开奖日，刘先生到投注站已经
临近停售时间，但这并不影响
他购彩，如往常一样机选了5
注双色球，然后就离开了站
点。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当

期开奖后，他机选的彩票命中
了双色球第2020070期头奖
582万元。“给家人说了后，一
家人都很高兴，没想到能中这
么大的奖，太好啦。”

一家人平复心情后，刘先
生与家人出发领奖，共同见证
好运时刻。关于奖金的用途，
刘先生打算帮助孩子们创业、
做生意，然后再修缮一下家里
的房子，改善一下生活条件。

双色球开出7注752万元头奖
河南彩民再中头奖，目前奖池9.45亿元

8月4日晚，福彩双色球
第 2020072 期开奖,红球号
码为 06、08、10、15、17、26，
蓝球号码为04。

当期双色球头奖7注，单
注奖金为752万多元。这7
注一等奖花落 6 地，吉林 1
注，浙江1注，河南1注，湖南
2注，广东1注，甘肃1注，共7
注。二等奖开出104注，单注
金额21万多元。当期末等奖
开出788万多注。

当期红球号码大小比为
2∶4，三区比为3∶2∶1；奇偶比
为2∶4。其中，红球开出一枚

隔码06；两枚斜连号08、10；
一组奇连号15、17；两组偶连
号06、08，08、10；一组同尾号
06、26；蓝球则开出04。

计奖后，双色球奖池金
额为9.45亿多元，下期彩民
朋友将有机会2元中得1000
万元。 中彩

同事合买
8人迎来福彩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