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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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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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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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河报广告中心
1.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65796171 65796172
2.中原路与大学路交汇处向北50米
路东（大学路40号）

67947825 67425030

欢迎刊登

大河报
分类广告

房地产

●钢结构设计施工18637123478

公告

● 土地证遗失公告

郑州市龙湖老年人康乐服务

中心，新土国用（2002）字
第249号《国有土地使用证》

遗失，地号6-G15-2-，坐落：

龙湖镇中山路东侧，现声明

作废，特此公告。

● 寻亲公告

我辖区居民张纪

波，男30岁，家住

河南省新乡市新

乡县古固寨镇王

连屯村，2014年
6月25日上班途中捡到一名

男婴，抚养至今，取名张君

豪，父母信息不详，若有知

情者请联系18937329088
●注销公告：郑州恒博水处理

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4101007156075359)股
东决定即日起解散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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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政服务

●好心家政保姆13783610628

声明

●郑州市金水区快乐贝贝幼儿

园遗失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

副本，编号：教民14101056
0000200号，声明作废。

●铁道警察学院闫旭（20170311
0123）学生证遗失，声明作废。

●河南幸福缘婚庆礼仪服务有

限公司（注册号：4101050001
36608）营业执照正、副本遗

失，声明作废。

●范磊警官证（编号：武字第

0096678号）不慎丢失，声

明作废。

●机械工业第六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不慎遗失河南省地方

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1份，发票

代码241001110160、号码0580
3267，金额12000元，声明作废

●郑州信诺印务有限公司遗失

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何兰香遗失征收住宅房屋产

权调换补偿安置协议原件、

房屋征收补偿各种补助费及

奖励结算单5张、房本收据、

银行卡(卡号6224216666665
339568)协议编号151，拆迁

地址：二七区京广路60-13号,
面积45.35平方米，声明作废。

●王惠郑房权证字第16012090
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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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晴空树广告有限公司遗

失已开并作废的河南增值税

普通发票（客户联），代码：04
1001900104，号码50977347，
声明作废。

●河南正辉磨料磨具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10100356204725L),财
务章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平顶山市钰翔物资有限公司

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连风银，豫(2017)沁阳市不动

产权第0000948、0002738号；

沁字第03301060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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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函美饮料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正本，社会信用代码914
1010506381436X9,遗失作废。

●开封湃仁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公章、财务专用章，法人章(
法人:陈俊山)遗失，声明作废。

●夏邑县新一楼营养餐厅食品

经营许可证正本遗失，编号

JY24114260038166声明作废。

●普罗旺世1单元2202袁领芝

遗失装修押金收据两千元。

声明作废。

●河南四方渔业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101227
37430099B，法人章不慎遗

失，声明作废。

●郭新民遗失警官证，证件号：

武字第9729525，声明作废。

●庞敏产权证号0601043820房
屋所有权证遗失，特此证明。

如无异议，发证机关将予补发。

●郑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顺畅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

（91410100L641475731）
法人章遗失，声明作废。

●张丽霞郑州市卫生学校西医

士专业毕业证书遗失，证书

编号：023874,声明作废。

●我公司河南发之达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原阳县源梦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10725MA3XJL
855C)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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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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 10 11 15 23 28 29 24

第2019137期

全国
中奖注数

0 注
5 注

352 注
958 注

12266 注
17051 注

141719 注

全省
中奖注数

0 注
0 注

27 注
54 注

512 注
868 注

5267 注

每注金额
63515 元

50 元
5 元

23 元
154 元

1463 元

第2019319期中奖号码
1 3 11 12 15

奖等
头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好运二
好运三
好运四

河南销售总额为539620元，中奖
总金额为288659元。

中奖注数
3 注

369 注
8055 注
196 注
141 注

9 注

“中原风采”22选5开奖公告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93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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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9314元。

中奖注数
2094 注

0 注
0 注

中奖号码：3 3 3

“排列3”第19319期中奖号码

3 3 1
“排列5”第19319期中奖号码

七星彩第19137期中奖号码

9 4 6 2 2 8 4

3 3 1 6 5

“公益体彩 出彩中原”系列报道 12

11月27日晚，体彩大乐透第19136期
开奖，全国爆出9注千万级头奖，包括5注
1800万追加头奖和4注1000万基本头奖，
其中西藏一幸运彩民独中5805万巨奖。

大乐透第 19136 期前区开出号码
“03、16、20、26、29”，后区开出号码“03、
09”。当期是新规则上市后的第118期开
奖，以2.86亿元的全国发行量，为社会筹
集彩票公益金1.03亿元。全国开出9注一
等奖，5注1800万追加头奖出自湖北（1
注）、贵州（1注）、西藏（3注）；4注为1000
万元基本投注一等奖，分落北京、河北、浙
江、陕西。

数据显示，西藏中出的3注1800万元
追加投注头奖，中奖彩票是一张“7+3”追
加复式倍投票，3倍投注，投注金额567
元，投注注数189注，单票中奖金额5805
万元。

另外，湖北1800万追加头奖出自荆州，
贵州1800万元追加头奖出自遵义，中奖彩
票同样都是15元5注单式追加票。

北京1000万元基本投注头奖出自朝
阳，河北1000万元基本投注头奖出自石家
庄，浙江1000万元基本投注头奖出自温州，
陕西1000万元基本投注头奖出自西安。

同期二等奖中出 113 注，单注奖金
36.49万元。其中32注为追加投注，每注
多得奖金29.19万元。追加后，二等奖单
注总奖金为65.69万元。

奖池方面，第19136期开奖结束后，
18.36亿元滚存至本周六晚开奖的第19137
期，提醒广大彩民朋友不要错过好运。

竞技体育精准发力

体育彩票公益金让掷球之乡更出彩

群众体育有声有色
全民健身深入人心

初冬的傍晚，天气虽然有些清
冷，但是人们的健身热情依然火热。
鹤壁市新世纪广场上，这边的健身操
动感十足、那边广场舞节奏翩翩，抖
空竹、玩鞭陀……人们尽情享受着运
动带来的快乐。“健身广场这么好，运
动器材这么全，还有专门的老师给我
们上课，指导我们的动作，家门口就
可以享受健康生活，感觉很幸福！”跳
广场舞的邓秀华告诉记者。

近年来，为了满足广大群众日
益增长的健身需求，鹤壁市利用体
育彩票公益金积极建设和完善公共
体育健身设施，筹备各类群众性体
育赛事活动。据了解，每年各类市
级健身活动多达30余次，涵盖健身
项目20余个，参与人数多达上万人。

截至目前，鹤壁市利用体育彩
票公益金已建成农民体育健身工程

879个、乡镇体育健身工程20个、社
区健身路径271个、社区多功能运动
场22个、各类室内外全民健身活动
中心6个，为广大人民群众休闲健身
创造了良好条件。如今，走在鹤壁
市的广场上、公园里，跳舞、打球、散
步等健身活动有声有色，参与科学
健身，享受体育带来的幸福感、获得
感已成为鹤壁人民的生活“标配”。

竞技体育精准发力
小球成就大手笔

作为“中国地掷球之乡”，鹤壁
市掷球项目的竞技水平和普及程度
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鹤壁掷球队
曾先后20余次代表国家出访瑞士、
波兰、意大利、加拿大、法国、美国等
多个国家，10余次承办全省、全国比
赛，鹤壁运动员数次在全国和国际
赛事中争金夺银。

成绩的背后得益于体育彩票公

益金的大力支持。鹤壁市教育体育
局率先将掷球运动引入校园，每年举
办全市掷球锦标赛帮助发现人才。
为了推动该项目持续发展，每年用于
掷球训练、比赛、场地建设等方面的
体育彩票公益金20万元左右。

近几年，鹤壁市立足自身实际，
重点抓好掷球、航模、拳击、乒乓球、
棒垒球等优势项目的发展，不论是日
常训练还是各种比赛费用，体育彩票
公益金都给予全方位的支持。近五
年来，先后向省和国家队输送运动员
31名，138人达到国家二级运动员标
准，4人达到国家健将级运动员标准。

鹤壁市教育体育局党组成员、
市招办主任李志强说，体育彩票公
益金为我们打造体育品牌赛事、提
升掷球特色项目、建设健身设施、开
展健身活动、发展竞技体育都提供
了强有力的资金支持，今后，我们将
提供更精细的体育公共服务，让体
育彩票公益金惠及更多群众。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杨惠明

体育使城市充满活力，城市因体育勃发生机。近年来，鹤壁市教育体育局大力推进“体育+”，运用体育
彩票公益金完善公共体育设施，不断打造群众体育品牌赛事，吸引市民参与体育运动。同时在竞技体育项
目上精准发力，优势项目成绩突出，为助推城市发展贡献体育正能量。 大乐透爆出5805万巨奖

奖池18.36亿
周六有约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杨惠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