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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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商咨询 ●商标专利

●行业认证 ●药品器械

●抵押贷款 ●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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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广告

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
●锅炉水暖 ●包装印刷

●求购物资设备 ●转让物资设备

●机械物资 ●出租大型机械

●制砖机械

分类广告

工商咨询

●免费注册公司 18538203296

出租招租

●招租：尉氏县新尉工业园出租

一处60亩土地，有框架结构12
米高厂房21532m2和4层办公楼

4330m2；紧邻102省道，交通

便利；适合仓储、企业使用，

尤其是门类企业：证照、设备、

办公设施齐全，不需另投固定

资产。联系电话：闫13839970
799、王13073751887

房地产

●任新正房产 18937435829

写字间楼

正弘大厦
二七路地铁口写字间、商铺招

租 13598890572、13513805862

机械物资

●闲置废旧物质 13523479560

家政服务

●好心家政保姆 13783610628
●保姆保洁修家电 65930584

信息窗口

●资深调查：17513329122
●学历证资格证咨询66565839
●初中物理专业一对一
16723716681（微信同号）

公告

●注销公告:郑州非凡房地产营
销策划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
即日起解散公司(注册号410
10021157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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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本
公司此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
内,到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注销公告:郑州九源房地产营
销策划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
即日起解散公司(注册号410
1921000428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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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此公告发布之日起45
日内,到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长葛市华贵粮食贸易有限公

司(注册号411082000009690)经
股东会决议,即日起解散公司，

本公司已成立清算组进行清

算,请债权债务人自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 45日内,到本公司清

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声明

●郑州华泰医药有限公司在郑

州银行淮河路支行预留财务

章丢失，声明作废。

●编号T411268694,姓名王伊言，
出生日期 2019年 11月 12日的

出生医学证明遗失,声明作废。

●本人朱建军，身份证号41102
3197903103515，现不慎将河

南金牛置业有限公司出据的

水岸国际花园项目房屋认筹

协议和收据遗失，收据号为

3080552，金额为人民币 1541
45 元整与收据号为 0110121
金额为人民币 150000元整不

慎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河南天翼亨通科技发展有限

公 司 公 章 (4101050078119),
财务章,合同章和法人章 (苏
玉)遗失,声明作废。

●河北拓梦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郑州分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

(91410108MA3X6F1F5B) 和
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新郑金科御府房主李书培,贷
款发票 490000,发票号 084214
89；首付款发票 214983,发票

号00059594遗失,特此声明。

●司炎娟不慎遗失警官证，警
号105961，声明作废。

●河南东硕环保滤材有限公司
公章（号 4101810036410）
丢失声明作废

●本人牛莉婕不慎遗失由巩义

新城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的壹

号城邦 3-1-803房款收据（姓

名：牛莉婕 ，金额 20000 元
票据号 0961556金额 180516
元 ,票据号 0961568)；特此声

明作废，如有任何纠纷与巩

义新城置业有限公司无关
●李建群河南省行政事业性收
费基金专用票丢失，票据代
码 :豫财 410110，票据批次 N
B(2019)NO:0029398 金额 :
2733元，声明作废

●陈沙沙丢失河南天之东置业

有限公司开具的西溪花园车

位收据 1张，收据号 5915519，
金额1000元，现声明作废。

●长葛市华贵粮食贸易有限公

司(注册号411082000009690)营
业执照正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霍娜执业药师注册证(注册证

书号 411219020055, 注册时

间 2019 年 02 月 18 日 ,执业单

位:河南安生堂医药有限公司)
于2020年10月遗失,声明作废

●河南琦皖皓建筑装饰有限公

司公章，财务章，合同章和

法人章（法人张延州）丢失，

声明作废

欢迎刊登

大河报
分类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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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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1014元。

中奖注数
460注

0注
2300注

福彩“３D”河南开奖公告2020246期

中奖号码：4 8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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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9208元。

中奖注数
546注

0注
1013注

福彩“３D”河南开奖公告2020245期

中奖号码：0 9 3
“排列3”第20244期中奖号码

9 7 8
“排列5”第20244期中奖号码

大乐透第20105期中奖号码

前区03 08 12 13 22后区04 12

9 7 8 9 5

“排列3”第20245期中奖号码

8 9 5
“排列5”第20245期中奖号码

七星彩第20105期中奖号码

4 1 7 1 8 2 4

8 9 5 2 0

“中原风采”２２选５开奖公告

本期河南销售总额为358900元，
中奖总金额为43689元。

每注金额
0元

50 元
5 元

23 元
154 元

1463 元

第2020245期
中奖号码

9 10 12 20 21
奖等
头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好运二
好运三
好运四

中奖注数
0 注

182 注
3489 注
116 注
94 注
0 注

“中原风采”２２选５开奖公告

本期河南销售总额为391082元，
中奖总金额为249724元。

每注金额
72942 元

50 元
5 元

23 元
154 元

1463 元

第2020246期
中奖号码

4 12 15 18 20
奖等
头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好运二
好运三
好运四

中奖注数
2 注

322 注
6124 注
217 注
234 注
11 注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全国开奖公告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中奖结果

中奖
号码

奖级 每注金额

0106 14 19 20 22 24

全国
中奖注数

全省
中奖注数

8700739元
237226 元

3000 元
200 元
10 元
5 元

6注
117注

1395注
72328注

1364998注
10487794注

1 注
9 注

47 注
2824 注

58274 注
501048 注

红色球 蓝色球

第2020105期

本期本省投注总额：16668718元，本省
中奖总金额为14629553元。

2021年国考超150万人报名，再创新高，河南报名人数破5.1万人

河南岗位最高竞争比1294:1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瞧

10月24日下午6:00，2021年国考报名落下帷幕！根据河
南华图大数据显示，全国报名人数达1503938人，已通过审核人
数1393399人，待审核人数110539人。未通过报名的报考者
可在10月26日前登录考录专题网站，查询是否通过资格审查。

通过审核数增加10万人，
综合竞争比和往年持平

继2020年国考报名人数
增加之后，2021年国考报名人
数又创历史新高，通过审核人
数比上年增加10万人，综合竞
争比和往年基本持平。虽然竞
争比持平，但从总报名人数来
看，由于招录人数增加、疫情影
响找工作难等因素，2021年国
考比往年更加炙手可热。

河南省招录1036人，河南
报名人数突破5.1万

全国招录人数2.57万，比
上年增加了1万；就河南省情
况来看，招录人数1036人，和
上年比略微减少，但是报名人
数比上年增加了19.5%，河南
省最终报名人数为51759人。

河南大部分地市报名人数
和上年不相上下，郑州较往年

增加近400人。
各地市招录人数基本还是

按照招录人数多，报名人数就
多的规律分布，目前竞争比最
高的地市为濮阳,综合竞争比
为87：1,其次为郑州和洛阳。

河南省岗位
最高竞争比为1294:1

河南华图公考研究专家张
金国介绍，比起全国最热门的
岗位竞争比3433:1，河南的综
合竞争比还是偏低，但竞争最
激烈的职位“水利部黄河水利
委员会”，已经达到了1294:1,
由于此岗位工作地点位于省会
郑州的下属县区中牟，招录专
业为会计、金融类热门专业；另
外，对基层工作经历、服务基层
项目人员、政治面貌等都没有
要求；同时，应往届生都可报
考，给社会考生提供了良好的
报考通道。

国税为招录大户，报名人
数最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河南监管局成为竞争比最
高的部门。

依据河南华图大数据统
计，国税和消防救援总队为今
年招录人数最多的两个部门，
考生可选择的岗位多，相对均
衡了考生的选择机会。占了招
录人数一半以上的国税无疑成
为报名人数最多的部门。

报考仍出现冷热不均
仍有1个无人报考岗位

今年无人报考的岗位为郑

州铁路公安局的“洛阳铁路公
安处派出所民警”，虽然此岗位
不限制专业，也不限制政治面
貌，但要求有在军队服役5年
（含）以上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士
兵的经历，这个经历应该把很
大部分考生都卡在了报考大门
外，因此才成为无人报考的岗
位。

“另外，河南省也有13个
岗位竞争比相对较低，这些岗
位多为铁路公安和消防救援总
队，由于对工作经历要求较高，
符合条件人不多，所以，很多考
生只能望而却步。”张金国说。

张金国提醒，希望各位考

生在最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
能够有针对性地备考，“比如申
论写作能力差的要着重多读一
些高分材料，平时养成浏览政
策新闻的好习惯，从而积累高
分素材。行测的备考要着重刷
题，前期先刷基础题，分模块刷
题掌握自己比较弱的模块，中
后期刷真题和模拟题，提高做
题速度，提高正确率。”

在此提醒各位考生，通过
资格审查的报考者，请于2020
年11月1日0:00至11月7日
24:00登录考录专题网站进行
网上报名确认并缴费，逾期视
为自动放弃报考资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