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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AⅠ·07

每注金额
23254元

50 元
5 元

23 元
154 元

1463 元

第2021015期中奖号码
4 5 8 15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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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奖注数
2注

559注
8349注
298 注
270注
25 注

河南销售总额为 399990 元，中奖总金额为
201212元。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21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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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9052元。

中奖注数
825 注

0 注
1605 注

中奖号码：697
“排列3”第21015期中奖号码

6 5 9
“排列5”第21015期中奖号码

七星彩第21007期中奖号码

1 8 2 9 0 1 + 12

6 5 9 9 7

1141908元
9595元
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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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 05 06 22 23 26 30 03

第2021007期

全国
中奖注数

1 注
17注

329 注
1067 注

10280注
17917 注

104662 注

全省
中奖注数

0 注
3注
6注

34注
342注
584 注

3361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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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政服务

●好心家政保姆13783610628

信息窗口

●学历证资格证咨询66565839

公告

●河南云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30
0MA46PK1U2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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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制美印务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303M
A460R206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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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郑州东成置业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郭小宝召集,河南绿

润丰禾实业有限公司,河南华

联丰禾置业有限公司,河南祥

盛置业有限公司参加。定于

2021年2月5日(周五)上午9时
整,在郑州市郑东新区美盛中

心1608会议室召开郑州东成

置业有限公司股东会,会议将

针对关于增加注册资本至10
000万元、修改出资时间、

变更住所地址、修改章程相

关议案进行审议表决.请各法

人股东委派人员准时参会。

联系人陈彦红18239922790
●郑州光威高科有限公司郑重

声明未经备案的公章和合同

章作废，自登报之日起其余

任何形式加盖非备案公章和

合同章的公文、合同及文字

材料我公司概不认可，一切

法律后果由使用人承担。

声明

●编号为N410881052，姓名为

赵孩,出生日期为2013年8月
17日14时28分的《出生医学

证明》丢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郑州市公安局龙子

湖分局丢失的河南省政府非

税收入缴款通知书,票据代码:
豫财410605,票据批次:0B[20
15],票号: 0012285、0012295、
0012302、0012310、0012313、
0012318，票据批次: 0A[2016]
票号: 0031061。河南省政府非

税收入票据，票据批次0A[2015],
票号:0011307至0011385共
79份，声明作废。

●郑州市永新泡沫制品有限公

司(注册号410122100004524)营
业执照正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郑州市郑东新区圣路服装店

(92410100MA45UXRR57)营
业执照正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王美月（身份证号：41282419
6509123928）持有的其与河南

百纳威尔置业有限公司就位

于郑州市郑东新区丰盛路北、

龙腾四街东天语兰园负一层

559号车位和560号车位签署

的两份《天语兰园车位有偿

使用权协议》已丢失并作废，

声明作废。

●彭丽霞,女,身份证号410102
197411062529护照不慎遗失,
声明作废。

●许昌县小爽家具店（注册号：

411023620215243）营业执

照正副本丢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南阳市松晓服饰有

限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法

人章(杜晓)遗失,声明作废。

●河南隆正轩商贸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01
050909172769 )营业执照正

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本人李艳姣不慎遗失正商智

慧城四期25号楼1单元2402
室购房发票，票号：00102027，
金额：63876元，声明作废。

●河南铂之源机械设备有限公

司公章（编码：4101010027
235）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汇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发票专用章遗失一枚，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MA47
EK677A声明作废。

●登电集团鑫腾磨料厂遗失公

章一枚，声明作废。

●巩义市众诚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丢失编号为4101813346
669的公章声明作废。

●中牟县雁鸣湖镇朱固村幼儿

园，豫教幼4101227105公章

丢失，声明作废。

●驻马店胡氏建材有限公司遗

失法人章，编号412825002
8968声明作废。

●编号：O410049099，姓名

为：刘鑫雨，出生日期 20
14年10月13日《出生医学证

明》丢失作废。

●郑州市金水区衣忆坊服装店

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2410105M
A40NDX48J 声明作废。

●河南卓玛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遗失河南正阳建设工程集团

有限公司关于正商国际大厦

A座（高区）项目全景玻璃

隔断供货安装合同工程进度

确认及款项支付申请单ZSZY
/YG-QR-CG-004金额15949
4.89元,特此声明此单据作废。

●河南希格玛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开具给刘艳的维修基金收

据1份遗失，收据号: 59126
54，金额6425元。声明作废。

●张蕾遗失坐落于郑州市惠济

区天河路669号院17号楼1-
2层1号房产证，证号：4101
08006006GB00005F01770
009，声明作废。

●商丘华驰置业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40078
2225262G）公章丢失，公章编
号4114020013472声明作废。

●河南省资生裕华投资担保有
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10
1005686318411)税务登记证
正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刘龙飞，身份证号4101041990
10160170，因保管不慎，将郑

州中祥商业管理有限公司2019
年2月28日开具的编号0789718
收据丢失，内容：装修保证金，
收据金额5000元，声明作废，
以后由此收据出现引发的一切

经济纠纷与上述公司无关。
●许娟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
副本丢失，注册号为410305320
1259，声明作废。

●洛阳市洛龙区纯梁五金店
财务章丢失，编号为410915
0030826，声明作废。

扫描二维码加好友
线上咨询办理业务

小伙游走街头 用镜头传递“郑”能量
当场免费赠照片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宁田甜 实习生 张洪瑞

郑州90后小伙子张志刚在闲暇之余，经常用相机记录一些平凡人的感人瞬间，拍一些郑州街头的平凡事儿。他镜头下的微画面和小故事，很小，却很感人，传
递正能量。更稀奇的是，志刚游走在郑州街头，随身会背一个相机和打印机。随拍随出的照片，他会装上相框免费赠与当事人。以前很宅的一个人，现在却选择
一天干三份工作，学着和陌生人打招呼。拍到的作品，都会通过网络平台进行发布，感动无数人。现在，志刚的粉丝已有23万之多，收获点赞近260万。

这个街头故事里，志刚拍的是一年
轻女子。纯朴的她，工作在人来人往的
街头，专职为老人理发，价格五元。

不经意间，志刚已为她送上一张她
的工作照：埋头忙碌的她，正在给一位
白发老人修剪头发。

一位代驾小哥坐在路边啃着一包方
便面。

“天这么冷，大半夜就吃这？”“嗯，没
时间吃饭，垫补一点。习惯了。”看到有人
走来，代驾小哥赶紧将方便面收进衣兜，
询问来者是否需要代驾。

代驾小哥说，他是全职代驾，这行不
好干。一天也就能挣个一二百块钱。

2020年11月25日，在郑州街头，一
位爷爷牵着小孙女的手，在大街上欢快地
走着。志刚主动上前和这位喊“叔”的爷
爷打招呼，问他能否等待片刻，等待照片
打印出来免费相赠。老人虽有些惊讶和
奇怪，但还是留步耐心等待。当照片拿在
手中，小女孩高兴极了。她看着爷爷，欢
快地离开了。

2020年 12月 27日，在一个烧饼摊
前，一位大叔正在忙碌。

“叔，我手机丢了，能不能先给我夹个
烧饼，我一天没吃饭了很饿。”志刚道。

“中，有钱没钱问题不大，遭着难了是
不是。”说着，大叔就拿出了新出炉的烧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