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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消息
南国都市报“信息广场”分类广告栏是贴近生活、服务百姓、周全价廉的信息发布渠道。每日栏目发布

量达上百种信息，分类清晰，方便百姓、商家查找，每日阅读量达十多万次。
春节过后，迎来招工难、找工难的民生信息发布需求，为迎合这一需要，本栏目近期推出特大优惠：
1、找工信息将推出“求职”专栏发布，按80元/CM（高）收费，刊满一周，400元；
2、招聘信息将在“招聘”专栏发布，按刊例价8折优惠。
欢迎广大商家及个人来人、来询，在全省各经办点均可办理。
咨询电话：66810111、66810582 地址：海口市金盘路30号海南日报社新闻大楼一楼

找工、招工
看这里！！

其他信息超市请看28版

千叶牌具
牌具批发麻将程序扑克透视眼
镜牌九海口南站18889991998

蔚蓝海岸物业高薪诚聘
弱电主管，水电工，园林主管，工资面谈。海口西海岸
(假日海滩前行一公里)68703999;13976576898孙总

会所招聘
店长1名,厨师长1名,薪资面议,服务
员10名/2200+提成.电话13976997097

招聘厨师
琼菜厨师、川湘菜厨师、粤菜厨师各一
名、高薪面议13379837836海府路店

三威牛大力酒即将全省畅销
聘驻各市县销售精英。66828056李经理

摩根酒吧高薪诚聘
正副总经理各一名，经理、主管、领
班、服务员、迎宾、保安、吧台、工
程部后勤主管各一名。保安领班、保
安员、后勤、迎宾、吧师、收银员、
小蜜蜂、营销数名。包吃住，待遇面
议，13078933975、36352666

招 聘
沙发厂招缝纫工，电话：68922205

老爸茶餐厅招聘
各挡口厨师或承包厨房团队，
另聘服务员20人，
薪资面议。13034918836

中华牌具
厂价批发各类牌具，海口和平南13036098727

港澳牌具15103661111
麻将机程序扑克牌九。高铁东站9号铺面

大赢家AAA诚信牌具
麻将扑克15008087118西站禧天

心贴心
家 政

月嫂 保姆 育婴师 看护 保洁
国贸路王府大厦 6A 68557661

20年热心人家政
专业月嫂、保姆、护老、保洁。
68529123 玉沙路富豪大厦北楼508

高级月嫂催乳师 就业率99%
美丽妈妈产后恢复中心68512576

《椰之家》爱心家政
保姆、月嫂、照顾老人，开荒保洁，钟点工
国贸大道金福城C栋045房66591299 66731009

真意达家政
保姆、月嫂、照顾老人、开荒保洁
国贸海德堡酒店813室 68555227 68558857

永兴搬家公司
专业搬迁公司 家庭 单位，承接各市县
搬家。电话：13976089860 13976638576

海口最大旧货市场收旧货
13976605777

大象欢迎你回收旧货
回收酒店，网络，网吧，KTV，工厂，宾
馆各单位，大型超市商场等所有设备和
废旧及拆迁大工程，另专业回收电器城
(店)所有电器，小陈 18697966668

旧货全要
13876362483

特
高
价

空调 家电家具
13158990058

特
高
价

温馨国际.国内机票
66668585 旅游

沙发翻新
13876333808海秀中路43号，侨中斜对面

沙发翻新
世贸南路499号，68961121

温馨提示：信息由大众发布，消费者谨慎选择，与本栏目无关。

商业信息180元/CM高个人信息 80元/CM高 家政100元/CM高 统一4.5CM宽 买五送二
海口分类广告及夹报广告热线：66810111 66810582

简约而不简单、精致广告、收益无限

招聘电脑文员能吃苦耐劳，
男女不限年龄20岁至 33岁
联系电话18389553189刘先生

招
聘

富士麻将
厂家仓储直销 国内十佳品牌
海 口 66213676 府 城 36350887 三 亚 88359159

儋州峨蔓镇海水养殖场招聘
电工 15595866338 周总

千胜牌具18789278757
麻将机程序、扑克、牌九、色子、鱼虾。

广东牌具
最新自然光透视眼镜，程序安装，麻将必胜合
作。（仅供大客）海口东站13976663306老张

锦绣京江文化沙龙招聘
1名女性,形象好气质佳，大学本科以
上学历，爱好字画、陶瓷、玉石、翡翠
沉香等工艺美术品，年龄25-45岁 联
系人：秦小姐 电话：13976997097

急售房
秀英区中心09年电梯3房92m2

中装，58万，李先生18976070599

原日本进口(土壤改良剂，硅钙镁肥，微
生物有机肥，剪刀，喷雾器）诚招市、县
代理商，业务员，电话15008027177

七乐彩15041期分析预测七乐彩 实战宝典

看好凤尾25 29

本栏目所公布的开奖结果仅供参
考，不做为兑奖之依据，兑奖请以彩票
官方机构公布的号码为准。

福彩3D第15095期开奖结果

福彩双色球15041期开奖结果

号码：7 4 6

红球：04、09、11、17、21、25
蓝球：06

中国福利彩票
最新开奖

海南省中奖情况：一等奖中
0注；二等奖中1注，单注奖金
60704元；三等奖中17注，单
注奖金3000元。

海南省中奖情况：单选中19
注，单注奖金1040元；组六中15
注，单注奖金173元。

男子巧用身份证
“玄机号”买彩
中奖636万

3月 29日，双色球第2015035
期开奖，当期全国开出一等奖 13
注，单注奖金636万多元，广东中出
的3注，其中一注花落惠州市。

经检索发现，贺先生中奖这期
的红球号码开出为 09、01、08、
24、22、33，蓝球03。据悉，红球
其中几个号码，贺先生是从身份证
号码中挑选了个人的生辰数字，而
最大的那个红球号码，往往是选择
身份证号开始的前几位的大数字。
而每个人的身份证号都可以从中挑
选作为一注号码来投注，这样三口
之家就可以凑成三注号码。贺先生
还强调称，在这连续的三年期间，
他挑选出来的6个红球都没变过，蓝
球基本也固定买“3、6、9”，只是
有时把“3”换成“7”。

（李娜）

七乐彩15041期分析：
龙头走势分析：近10期奇偶

比为6：4，奇数龙头近10期稍微
占优，本期关注龙头01 02；

凤尾走势分析：近10期凤尾
奇偶比4：6，偶数凤尾近10期稍
微占优，本期看好凤尾25 29；

首尾和走势分析：近5期首

尾和为35-38-30-31-27，奇数
首尾和近期稍微占优，本期看好
首尾和29 30 31；

首尾差走势分析：近5期首
尾差为25-20-24-23-25，偶数
首尾差近期占优，本期看好首尾
差23 24 26；

特别号码分析：近5期特别

号码开出为07-20-17-14-27，
2路尾号号码遗漏8期，本期关注
特别号码范围为11-20之间，关
注2 8尾的开出，参考特别号码
12 18。

本 期 10 码 复 式 ： 01 09
12 14 19 20 23 24 25
29 （玩彩老头）

七 乐 彩 15040 期 开 奖 结
果 ： 01 02 08 13 16
17 26 + 27

七乐彩041期区间胆码走势
分析：

一区胆码：一区上期开出
3 枚 号 码 ， 一 区 上 期 出 号 正

常 ， 本 期 关 注 正 常 开 出 1-2
枚 ， 本 期 一 区 关 注 胆 码 01
02 05 09；

二区胆码：二区上期开出3
枚号码，近期二区遗漏5期以上
的号码有12 15 18，本期二区
关注胆码12 14 17 19；

三区胆码：三区上期开出1
枚号码，三区上期出号较少，奇
数凤尾近期占优，本期三区关注
胆码23 24 26 29；

10 码 复 式 ： 01 09 12
14 17 19 23 24 26 29

（亮彩）

看好二区胆码14 19

二区杀号
16 18
七乐彩 15040 期开奖

结 果 ： 01 02 08
13 16 17 26 + 27

七乐彩15041期分析：
一区杀号：近5期一区

号码全部开出，本期一区
参考杀号07 08

二区杀号：近5期二区
未 开 出 号 码 为 12 15
18，本期二区参考杀号
16 18

三区杀号：近5期三区
未开出号码为21，本期三
区参考杀号21 22

综合走势分析：01 05
09 14 19 20 23 26 29 30

（橄榄绿）

3月 10日，双色球第2015027
期开奖，当期的开奖号码为：红球
07、29、26、16、09、05，蓝球07。当
期全国开出一等奖26注，单注奖金
500万元，其中广东中出3注，花落
广州市，韶关市、顺德区。 近日，韶
关市大奖得主杨先生现身广东省福
彩中心兑奖，一进兑奖室，他就激动
地说：“以前一直觉得彩票作假，不
可能中大奖，现在相信了。”

杨先生坦承，“买福利彩票超过
十年了，心里一直不相信普通百姓
可以中一等奖，但是又对中大奖抱
有希望，挺矛盾的。但即使不信可
以中大奖也一直坚持购买双色球。”

据介绍，3月10日晚，杨先生上
广东省福彩官网查看开奖号码，发
现自己中了500万，非常紧张，惊
喜，不敢相信。第二天一早，他跑到
楼下投注站旁边的一个角落，偷偷

看销售员是否在小黑板写告示，是
否有人议论，后来看到销售员写大
奖公告，很多人跑去议论，才定下心
神到韶关市福彩中心询问，而后才
来广东省福彩中心办理兑奖。当被
问到“现在你是大奖得主了，中了
500万元，不质疑了吧”的时候，杨
先生也坦率地表示，“说真的，现在
我才真正改变之前的想法，普通百
姓买双色球是可以中一等奖的。”

在办理兑奖的时候，就有工作
人员询问杨先生说，“没中奖之前希
望看大奖得主主动现身说法，现在
你是大奖得主了，愿意公开身份，站
出来为福利彩票的信誉做证人么？”
一听这话，杨先生非常紧张，摇手
说：“不要，不要公开我的身份！没
中奖前当然希望看到大奖得主的现
身说法。但是真的中奖后，还是不
要公开身份比较好。”（林曦莫小燕）

别人中奖怀疑是假
自己中奖却不愿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