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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黄金周来临前，针对各商家推出形式多样的商业促销活动，让活动更能贴近百姓生活，海南报业发行有限公
司依托海南日报报业集团的品牌优势，将《海南日报》、《南国都市报》作为商业宣传促销活动的载体，现针对家居建材、
家电行业、旅游、会展、商场、医药、珠宝首饰、娱乐会所、美容美发、百货超市、酒店餐饮等商家推出“五月钜惠”优惠活
动，答谢广告客户长期以来对公司直递广告业务的支持。

“五月钜惠”直递广告优惠活动
行业

家电、商场

银行、保险

美容美发

联系电话

13036017618 13976834458

13807680660 13807596387

13976349633 13198919988

行业

家居建材

医药、娱乐

酒店餐饮

联系电话

13976000887 13647576863

13807658880 13098993210

13876053958 13876677710

活动咨询电话：13976971000（张小姐）行业业务联系人

其他信息超市请看28版

寻人启事
黄兰，女，1975年8月25日出
生，海南省文昌市东郊镇人，
现有关于你孩子陈昊的事情，
我们着急需要找到你，希望你
看到消息后即刻与陈俊武。
联系电话：13322076977

工商注册 年检 税务 做账
房产开发资质 物业资质 园林建筑资质
海口市 66662131 18976579996

劳务、园林、建筑等资质
安全生产许可证专业代办。13278996678

公司注册变更。税务报税做账
地址，海口市蓝天路蓝天丽城7
楼720室。电话13379900802

空调家电家具
13158990058

特
高
价

海口最大旧货市场收旧货
13976605777

旧货全要
13876362483

特
高
价

房地产开发资质、物业资质咨询
68554838 18976504151国贸玉沙路富豪大厦

办资质房产项目清算
可研报告变更注销做账工商税务审计
验资评估 66759551、18976970676

0元注册
年检 变更 税务 做帐
世贸西文华市场对面13036036400

房地产物业资质咨询
工商注册 省外企业驻琼备案
海南晟昱实业公司13379869670

专
业

富士麻将
厂家仓储直销 质保三年
海口66213676 府城36350887 三亚88359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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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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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者牌具
安装麻将程序、扑克、飞针麻将
等，全省最低价13637589380

魔幻牌具
新款三公机，程序麻将，鱼虾色
子等，低价出售 15289896263

葡京牌具
麻将、扑克、牌九、分析仪，厂家直
销。海口西站对面 13518802926

税务注销 公司注册
华能大厦1018房

18976570099 66784500

特价别墅330万
房产可加建至700m2，占地约500m2，13178902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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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宝路铺面急售
15108995671

有冷冻厂.冷库.大仓库.厂房招租
15120881789林

空地招租
椰海大道旁空地转租。
电话：13118907512邱18609132951王

海口友爱医院诚聘
内儿科，护士，药师，中医合作，B
超，检验，地址三公里。32229699

驾校诚聘
教练3名，需持教练证。专职司机1名：退
伍、转业军人优先。电话:13976822101

海口《棕榈泉国际公馆》项目招聘
销售员，要求16-25岁，无需经验。13807585513尚

广告热线电话：66810111 66810228

海口地区发行站办理《海南日报》、《南国都市报》、《特区文摘》、《证券导报》、《法制时报》等报刊的征订、投递、零售和会议用报等业务，办理分类广告、旧报回收及其他业务。

海口区域18976566883 东部区域13976322100 南部区域 13976599920 西部区域13876071190

东
部
区
域

文昌 13307616119
琼海 18976113800
万宁13976065704
定安13907501800
屯昌 13907518031
琼中 13907518031

南
部
区
域

西
部
区
域

儋州 18876859611
东方13907667650
澄迈 13005018185
临高18608965613
昌江18808921554

三 亚 18976292037
乐 东 13807540298
陵 水 13976578108
保 亭 13876620309
五指山18689861608

温馨提示：信息由大众发布，消
费者谨慎选择，与本栏目无关

本栏目与南国都市报数字报
ngdsb.hinews.cn 同步刊发

定安羊场招聘工人一名
另:羊场长期出售黑山羊,定期
出售羊粪!电话:13876063512

永万路维多利亚花园临街商
铺653m2带租约出售，可按揭，
买到即收租，18689668077

达人教育（国兴）培训城
招租、招聘、招生、65310415

招聘
昌江县种鸡场招聘技术员和授精
养殖工人。电话：18876715628

诚聘
业务院长、临床医生、医保核
算员，海南关爱康复医院，地
址：海口市龙华区滨涯路 25
号。联系电话：13976084865

陵水县市中心128m2现房急出售
房产证直接过户，交通生活便利，18976222085何

佳顺驾校招募
大客车、大货车或五年驾龄教练
20名；小车或三年驾龄教练160
名；会计2名；办公室主任1名；业
务员4名。统一培训，择优录用。报
名热线：15707822198 65320909

国盛古典家具急聘
办公室文员2名，平面设计1名，
待遇面议，李厂长：13876986088

千胜牌具18789278757
麻将机程序、扑克、牌九、色子、鱼虾。

海口市中心个人房特价出售
商业圈，公园旁，1房，2房
(各送露天花园) 18789064971

物流仓库出租
招聘物流市内接货小货车司机，
联系人：陈先生13527861422

铺面招租
解放西路2号多宝利商业广
场三、四、五楼铺面出租。
四楼1千多平方，价格特别
优惠。招租电话：66119999

龙昆北路八楼办公室出租
电话：13519829891

招 租
三亚大东海商圈临街精装旺铺，价格面议，
有电梯有门禁。王先生：18503881227

高薪诚聘
职业（助理）医师，离退休均可。电话：66526454

老爸茶对外招租
生意火，1000平方，不用投资做老
板。凤翔路丁村路口。15008040105

旺铺租售
海口南宝路明珠广场附近旺铺
租售，近3000m2，有大型停车场，
价格优惠。刘先生：13876017164

七乐彩15047期分析预测七乐彩 实战宝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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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09期开奖结果

福彩双色球15047期开奖结果

号码：4 7 4

红球：02、03、20、24、26、27
蓝球：09

中国福利彩票
最新开奖

海南省中奖情况：一、二等
奖无人中，三等奖中15注。

海南省中奖情况：单选中9
注，单注奖金1040元；组三中6
注，单注奖金346元。

坚持守号，只用了20元投注，
中得双色球5156万元。这位幸运者
就是杭州的一位彩民。他所中得的
奖金创下两个纪录，一是成为今年
以来浙江省彩票最大的奖，二是创
下杭州彩票史上最高中奖纪录。

中奖彩民来到浙江省福彩中心
兑奖时从口袋里掏出两张彩票，每
张彩票上只有1注号码，但对每注
号码进行了5倍投注。票面显示，
其中一张购彩时间为4月17日18：
11，另一张则于4月19日 10：30

购买。他所买的都是4月19日第44
期福彩双色球。

中奖彩民说：“我买彩票已经
好多年了，这个号码我守了差不多
两年时间，每次都是只买这1注号
码并且5倍投注，星期五那天我照
例去福彩投注站买了彩票，原本这
注号码只买5倍的，等着星期天开
奖，但是星期天那天我在投注站里
买其他彩票的时候，就又买了一张
一样号码的彩票，还是 5 倍投
注。”双色球当期开出的号码为

“ 02 03 04 13 14 16 +
02”，这位中奖彩民买的号码与开
奖号码完全一致，他中了10注头
奖，单注奖金515.6万元，共计中
得奖金5156万元。

这位幸运彩民坚持购买彩票已
有10多年，每次投注额都不大。有
的时候就买1注，这次他分别买了2
注相同号码，进行倍投，幸运来得
真是太突然。他说，去年4月份浙
江省福彩推出官方微信后，他就第
一时间加入，每天都要从微信里查

看开奖号码，这次也是从浙江福彩
微信中第一时间了解到自己中奖的。

5156万元不仅是今年以来浙江
省彩票最大奖，也是杭州市自彩票
发行以来最大奖。此前，杭州市最
大彩票中奖纪录为今年3月19日余
杭凤凰新村一个投注站中出的3363
万元。今年以来浙江省彩民中得的
最大奖为温州彩民中得的5079万
元，这两项纪录都是双色球创下
的。在这样短的时间，纪录就被刷
新。 （方鸿伟）

坚持守号终中大奖
彩民20元倍投中双色球5156万大奖

一区胆码：一区上期开出2枚号
码，本期继续关注开出1-2枚，本期
一区关注胆码03 04 0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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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本期二区关注胆码14 15 17 20；

三区胆码：三区上期开出2枚
号码，三区上期出号正常，偶数凤
尾近期占优，本期三区关注胆码

23 26 28 30；
10码复式：03 05 10 14 15 17

20 26 28 30 （亮彩）

看好二区胆码17 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