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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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2122元。

中奖注数
567注

0注
1462注

福彩“３D”河南开奖公告2021016期

中奖号码：6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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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7586元。

中奖注数
416注

0注
994注

福彩“３D”河南开奖公告2021017期

中奖号码：7 8 0
“排列3”第21016期中奖号码

2 2 3
“排列5”第21016期中奖号码

大乐透第21007期中奖号码

前区05 23 30 34 35后区08 10

2 2 3 4 1

“排列3”第21017期中奖号码

0 0 1
“排列5”第21017期中奖号码

七星彩第21008期中奖号码

5 0 7 4 3 7 + 14

0 0 1 0 1

“中原风采”２２选５开奖公告

本期河南销售总额为358472元，
中奖总金额为163470元。

每注金额
30096 元

50 元
5 元

23 元
154 元

1463 元

第2021017期
中奖号码

1 6 11 15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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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注
4875 注
180 注
242 注
15 注

“中原风采”２２选５开奖公告

本期河南销售总额为394786元，
中奖总金额为208415元。

每注金额
3671 元

50 元
5 元

23 元
154 元

1463 元

第2021016期
中奖号码

2 3 6 10 13
奖等
头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好运二
好运三
好运四

中奖注数
14 注

513 注
6823 注
258 注
327 注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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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2 04 12 21 25 32

全国
中奖注数

全省
中奖注数

10000000 元
298114 元

3000 元
200 元
10 元
5 元

3 注
104 注
851 注

53412 注
1154564 注
8385470 注

1 注
17 注
40 注

2013 注
47784 注

385232 注

红色球 蓝色球

第2021007期

本期本省投注总额：16933630元，本省
中奖总金额为17994538元。

扫描二维码加好友
线上咨询办理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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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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政服务

●保姆保洁修家电 65930584
●好心家政保姆 13783610628

信息窗口

●学历证资格证咨询66565839

声 明

●杨香亭遗失荥阳市人民医院

收费票据,住院号 20037647,票
据号0067190金额4265.45元，

特此声明。

●周口市德贝尔生物化学品工

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4116007779613106公
章(编码 4116270010979)合
同章均遗失，声明作废

●徐卫东士官证遗失，士字第

20090070254号，特此声明。

●河南宏宇建筑防水工程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伊川分公司营

业执照正副本 91410329MA
447YAE75遗失，声明作废。

●罗娜娜购买河南成益置业有

限公司二期2014年9月3日开

具的维修基金收据(号 47961
18金额6207元)遗失,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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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星鼎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公章（编码 4101034902207）
遗失，声明作废。

●汪高伟,男,医师资格证编码20
1341110410422198609183832,
签发日期（2013-12-18）。执业

证编码110411000005283,签发

日期（2014-7-18）于2021年1月
份遗失，声明作废。

●河南宏宇建筑防水工程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伊川分公司公

章,财务章,合同章,发票章和分

公司负责人章遗失,声明作废。

●河南省鸿德建筑安装工程有

限公司遗失农民工保证金票

据 2份,河南省政府非税收入

票据(票据号 0054904),开票

金额 120000元;河南省行政事

业性收费及罚没收入专用票

据(票据号 20360416),开票金

额 10000元。声明作废。

●本人王志军不慎遗失柘城建

业城市建设有限公司开具的

维修基金票号：0012239，金
额 7684元整；声明丢失作废。

●李俊昭不慎遗失警官证（证

号 015700），特此声明。

●河南宏宇建筑防水工程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伊川分公司公

章(编码 4103290030952),财
务章(编码 4103290030953),
合同章,发票章和分公司负责

人章遗失，声明作废。

本报讯 1月15日，郑州交警公
示一批变更“违法停车抓拍系统”监
控设备点位信息。为提高科技化管
理水平，强化城区道路交通秩序的管
理，郑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变更

一批“违法停车抓拍系统”监控设备
点位。日前这批智能电子监控设备
在经过前期试运行后，通过验收合
格，郑州交警现将设备点位信息进行
公示。

此次变更的“违法停车抓拍系
统”共计14套，主要用于抓拍禁停路
段违法停车的行为，强化道路交通秩
序静态管理。本次公示的“违法停车
抓拍系统”将于2021年1月25日正
式投入使用。

“违法停车抓拍系统”是利用自
动跟踪球机实现对“违法停车”车辆
的自动检测抓拍。路边违法停车，设
备会自动识别违法停车车辆车牌，并
拍照记录该车位置，超过设置时间后
（根据不同路段设置，一般为3分钟
后），则判定为违法停车，设备将自动
生成违法记录。

郑州交警对电子监控设备抓拍
到的禁停路段“违法停车”车辆，将依
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八条、第
九十条，《河南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
第五十三条第二项规定，对违法车辆
的“违反禁令标志指示”行为处以“罚
款100元、记3分”的处罚。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郭兵

本报讯“感觉到手麻、脚麻，怀
疑要心梗……”这是1月15日发生在
菏宝高速洪村隧道出口应急车道上
的紧张一幕。当日19时20分许，济
源高速交警大队接到110指挥中心
的指令称：周口籍驾驶人范某利驾驶
小型汽车豫P8M63X在菏宝高速洪
村隧道出口突发疾病，不能正常驾驶
车辆，现将车停在洪村隧道出口应急

车道上，情况万分危急！
接到指令后，正在路面巡逻的民

警姚胜军、刘朋伟、郑亚伟立即驾车
赶往现场。到达现场后，只见驾驶员
位置上一男子手捂胸口，表情极度痛
苦。询问中，范某利自称手麻、脚麻，
怀疑要心梗。

刻不容缓，如果救助不及时，病
人随时可能会出现生命危险！考虑

到事发地距离市区医院路程较远，
当即警车开道，由民警开车载着病
人赶往最近的王屋卫生院进行紧急
救助，并提前联系医护人员做好抢
救准备。

十分钟后，范某利顺利到达王屋
卫生院，此刻医护人员已做好一切准
备。直到看到病人进入抢救室救治，
确认无生命危险后，民警方才离开。

本报讯 1月14日下午，三门峡陕
州区西张村镇太阳村七组有一名男子
掉入自家水井当中，三门峡市消防救援
支队陕州大队指战员经过1个多小时
紧急救援，成功将被困人员救出。

14日下午1时38分，陕州区消防
救援大队接到报警后，立即调派救援力
量赶往现场。到达现场后，经过现场询
问得知，被困人是一名69岁男子，在自
家报废机井中私自施工，不慎掉进井
中。男子当时失去知觉，该井深约30
米，宽为6米左右，现场村民正趴在井
口利用鼓风机往井下送风，以便让被困
人员能够有效呼吸，由于被困村民年龄
较大，被困时间较长，加上井下空气流
通不畅，一旦缺氧严重，必将有生命危
险。指挥员李斌下令首先设置警戒哨、
安全哨，疏散围观群众，随后指派出一
名经验丰富、身材偏瘦的队员佩戴好空
气面罩，携带半身保护装置及大绳下井
救人，地面救援人员做好拉拽大绳及固
定三脚架等安全保护工作。经过一个
多小时的紧张救援，被困老人被成功救
出，移交给现场医护人员。

外地司机高速路突发急病……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李岩 实习生 邓艳飞 通讯员 刘向阳

郑州将变更一批违停抓拍监控点位
1月25日起投用

6旬老人
坠落30米深井……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房琳
史雪琴 王泽丰 文图

救援现场

救助

救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