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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下班途中偶遇 100 万大奖
原想中辆汽车就好，没想到能中这么大的奖
2020 年新年伊始，新疆福彩隆重推出
即开票“庚子鼠 20 元”，该票种面值 20 元，
奖金最高可达 100 万元，同时还推出“鼠年
吉祥 Q5 领航”
活动，活动期间有机会获得
奥迪 Q5L 汽车。
“庚子鼠 20 元”在全疆刮起了购彩热
潮，刮中百万大奖和奥迪豪车的喜讯接二连
三从天山南北相继传来。4 月 16 日下午，昌
吉州木垒县 65230244 投注站传来喜讯，一
彩民幸运中得百万大奖，中奖喜讯不胫而
走，刷爆了朋友圈。

据该中奖彩民张先生介绍，4 月 16 日
下午他下班后路过 65230244 投注站，投注
站门口贴着的“鼠年吉祥 Q5 领航”
橘色宣
传海报很是显眼。张先生在“庚子鼠 20 元”
活动开展之初就已经尝试了一番，
不过运气
不是很佳，中了些小奖。张先生说：
“看着海
报还贴着，心想还是碰碰运气，于是就挑选
了 10 张来刮。”
张先生坐在角落里安静地享受着刮
“刮
刮乐”
指间流动的乐趣，
幸运突然降临，
他发
现票面刮开区的第九局游戏中赫然显现出

双色球

三个相同的图案，根据游戏规则，该张彩票
中奖了，
又看了奖金区的奖金。
天啦！奖金区
1 个 1 后面跟了好多个零，这么多的零让张
先 生 一 时 间 竟 没 数 过 来 ，闪 着 光 的“1
000 000”有点让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最后经销售员仔细核对，
确定一百万奖金无
误后，他才回过神来。
张先生激动地说：
“ 本想能中辆汽车就
是天大的福气了，
压根儿也没想到能中这么
大的奖，明天我就去领奖，往后还将继续购
买福利彩票，将好运延续。” （新疆福彩）

（第20057期预测分析）
中国福利彩票
最新开奖

红球双胆 02 09 蓝球注意 07 09
红球和值分析：最近 3 期红球和值分别
开出 114、94 和 84，最近 10 期和值波动范
围为 69-129 区间，上期和值下降 10 个点
位，本期防和值反弹上升，注意小和值出
现。
红球跨度分析：上期红球跨度为 29，
为高位跨度 （跨度>28），中位跨度近期开
出频次非常少，本期重防中位跨度反弹，
参考跨度 26。
红球重号分析：上期红球重号出现 1

个：05，前十期红球重号出现 11 个，走势
明显活跃，本期防红球重号再出，预计开
出一个，参考号码 02
蓝球分析：
上期开出蓝球号码 14，蓝球遗漏值为
35，温热蓝球号码连续开出之后，本期可
以放弃，防冷码蓝球解冻，一码蓝球关注
07。
号码推荐
红球双胆参考：02 09

五码蓝球参考：07 09 10 14 16
双色球 15+5 大复式参考：
01
02
03
06
07
09
10
11 13 15 16 20 24 25 28 +
07 09 10 14 16
双色球 8+2 小复式参考：
02 06 09 10 16 20 25 28
+ 07 09
双色球 6+1 单注参考：
02 09 10 20 25 28 +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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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经营站
国贸站
琼山站

65306703
68553522
65881361

东部区域：
13976322100

新华南路 7 号海南日报大院
国贸北路国安大厦 1308 房
府城镇建国路 4 号华侨大厦 1403 号

南部区域：
13876833603

白龙站
新华站
秀英站

65379383
66110882
68621176

66810671

西部区域：
13876071190

白龙南路省科技活动中心 3 楼
新华南路 7 号海南日报大院
汽车西站对面金银小区 A 栋 2 单元 703 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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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页广告及其他业务。

张瑞杰不慎遗失就业创业资格证书，
证 件 号 ：4699000020000165，现
声明作废。

海南侨中高级教师初高中数学专
业辅导（50元/时）13807684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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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价格 高效率

17786986971

咨询服务
▲高端墓地销售
咨询电话:13086029301

沙发翻新
▲专业翻新包厢卡座 . 软包 . 硬包床头 . 椅
子 . 沙发换皮换布 13807594989

求职
▲本人求职：可做饭，可照顾老人、可照顾
病人，有健康证，电话：13976690499

真意达家政

业务外包公告

代办资质，注册公司，记账报税
商 标 注 册 15208929668

黄金海景食品厂位于海口市白水塘路
34 号中石化金盘工业园区内拟按现状
业务委托外包招标，厂房占地面积约为
3000 平方米，可生产月饼、糕点等食
品。招标报名时间截止：2020 年 7 月 7
日 ，报 名 地 点 ：黄 金 海 景 大 酒 店 508
室。请有意向者与叶女士联系：
68535899、13976696869。
中国石化集团海南经济开发有限公司
2020 年 6 月 30 日

保姆月嫂 照顾老人 开荒保洁
68558857 国贸海德堡酒店 8 楼

便民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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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绿化
▲花卉出租 花木种植 13322027316
草坪修剪 树木锯枝 13322027316

装修防水
▲家居商铺装修 . 旧房改造 . 内外墙涂料 .
翻新 . 外墙清洗拆装 18876699286

▲专业拆墙，拆吊顶，打地板，回收废品。
13876190183

防水补漏
▲海口专业防水补漏，卫生间 阳台免砸瓷
砖补漏，
保修十年，
电话13518824367
▲海南多众防水补漏，低价让利于社会
13876184677
▲专业防水堵漏免砸砖堵漏:海南省建筑
防水保温协会麦工 13807600891

寻人启事
陈为林，男，50 岁左右，湖
北省恩施市宣恩县李家河
人 ，身 高 1.62 左 右 ，于
2020 年 6 月 18 日中午十
一点 20 左右从海口金沙湾一路雅居乐
工地宿舍走失，走时身穿白色体恤，背黑
色双肩包，不会说普通话，走路不利索，
手机关机。如有知情者，请联系家人或
当地派出所。13972432642（女儿），
089868716027（新海边防派出所）

贷款咨询
▲车抵房抵信用借款咨询服务
18608965866 徐经理
▲车贷：琼 A、琼 B(8 年内的车)咨询服务
32272700、13016211566 蔡经理

地块 琼海加积人民路面积120平方地块出售，
国有土地证，可过户，已报建可盖6-8层
出售 楼，加微信联系。18976070001

工商税务
▲免费注册公司找华悦！食品证，公司注
销 18907576271 蓝天路蓝天丽城

▲代理工商注销注册等，食品证，各类资质
证书等各业务，联系方式18876825075

征婚交友
▲思达圆婚介平台：

有各行业的优秀会员较多，资料真实可

出售
▲特价舒适便利：
120平白龙路武警总队旁三
房两厅两卫三阳台。
13627549855

鉴，来就约见面。缘到成功。66500706、
18976082986 龙华路 41 号（椰树厂门旁）
▲婚恋请来 优美雅社

婚姻介绍 婚前辅导 维情咨询 形象设计
为您幸福打造 68520585

二手房

13379890289 国贸金海广场 6 栋 203 号

全铝家居订制

▲不限购不限贷1房、2房、3房40万到140
万(截止年底）带精装交房13876826658

卷闸门

▲鑫恒美全铝家居订制：衣柜、酒柜、橱柜、阳
台柜(不怕白蚂蚁的柜）18907584936

▲海盛路07年电梯5楼两房可以改三房仅售
127.8万(截止年底）老罗13518809443

▲批发铝合金卷闸门抗风门手动卷闸门
日夜维修卷闸门 138769657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