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业商情

遗失声明家 教

攻克中高考
对准考纲,因材施教，一对一，小班，
暑假强化训练！13687503268

专攻英语中考
辅导初一至初三

13914704797 15308908548同微信

家 政
注销公告

公 告
中国人民解放军92261部队

项目迁坟公告
根据部队建设任务需要，目前

正在海南省临高县多文镇多文岭开
展国防建设项目，但施工用地范围
内有一处坟墓（位于多文岭山顶偏
靠头神村方向），影响了建设。经与
附近村委会深入摸底排查后，仍无
法确认坟主。由于时间紧迫，请该
坟墓相关人员看到本公告后立即与
项目负责人联系协调迁移事宜。自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一个月未联系
的，将视为无主坟墓处理。

特此公告。
联系人：潘先生17766911266

中国人民解放军92261部队
2018年7月26日

海南户口咨询服务
18976638025 32277855

优美家政婚介
婚介、家政、保洁、房地产中介服务

电话：0898-32267013 13876188090 冯女士

地址：海口解放西11号海城大厦917房

遗失声明
母亲陈秋红遗失闫雅雯出生医学证明，出生证

编号：J460134951，出生时间：2010年4月2日，出
生医院：海南省保亭县人民医院，声明作废。

初三高三考中后收费
一对一 全日制 暑期托管
培优小班 13976996417

遗失声明
彭保全（身份证：410711197112100010）

不慎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货物进口证明
书(汽车、摩托车)编号H51180003258, (商品
编码8703241210);商品名称及规格型号:广
爵途乐3954CC越野车4|3|汽油型|整车|7座|
日产|广爵途乐|3954CC|PA-TROL|非中规车|
中东规;车辆信息 动力类型:汽柴油型;发动机
号 码:VQ40619137B; 车 辆 识 别 代 号:
JN8BY2NYOJ9114268;车身颜色:白;产地:
日本;出厂日期:201712)。不慎遗失中华人民
共和国出入境检验检疫进口机动车辆随车检验
单 ，编 号:118000001003521005，单 号:
AA1926458。不慎遗失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
发 票 代 码:112001720160，发 票 号 码:
00400956。特此声明作废。

公 告
尊敬的客户：

杨于急（身份证号：460200198301122494），
与我司签订的劳动合同已于2017年
12月31日到期，我公司已不再与其续
签劳动合同。

在此，我公司郑重声明：
1、杨于急已不再是我公司工作人

员，该人员与我公司无任何关系。
2、该人员自劳动合同到期之日起

的任何行为均属其个人行为，所产生
的任何经济纠纷及法律责任均由其个
人承担，与我公司无关。其擅自对外
以我公司名义开展的所有一切业务活
动均与我公司无关。

3、若杨于急的行为侵害到我公司
合法权益，我公司将保留追究其法律
责任的权利。

特此告知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三亚市分公司
2018年8月2日

遗失声明
琼中宏坤林业有限公司遗失地税税务登记证

正副本，税号：460036056365164，另遗失组织机
构代码证正副本，代码：05636516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乐东黄流丽丹粮油店黄亚丹不慎遗失工商营业执

照正本，注册号469033600017447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卢新柱（身份证号：372930197506095559）不慎遗

失残疾军人证，证书编号：琼军A00009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口民益药行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

本，证号：460100360110182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南保亭四通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不慎遗失银

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410034692801；遗失机构信
用代码证，代码：G1046902901521030I，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口琼山初遇茶饮吧遗失工商营业执照正

副本，注册号：460107600256143，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海南洋浦宝星科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03007543849605）拟向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
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自本公
告见报之日起45天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海南洋浦宝星科贸有限公司
2018年8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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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分析纯属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本报提
醒彩民：彩市有风险，投注需谨慎。

两数组合 28 在前四位数
中有 43 期未出；两数组合 02
在前四位数中 有 22 期未出 。
双重数33在前四位数中有64期

未开。
前四位数×小×小连续 12期

未开出，双××小连续 12 期未开
出。

□概率分析

第一位号码2已连续37期未开出

第一位号码6已连续19期未开出

第一位号码3已连续18期未开出

备注：三个数字一般会在间隔 23

期左右开出，建议彩民适当时候

关注第一位2 3 6

第二位号码3已连续25期未开出

第二位号码4已连续21期未开出

第三位号码2已连续49期未开出

第三位号码7已连续17期未开出

第三位号码9已连续12期未开出

第四位号码9已连续35期未开出

第四位号码4已连续23期未开出

第四位号码8已连续15期未开出

千位与百位合7连续14期未开出

千位与百位合6连续13期未开出

千位与十位合1连续17期未开出

千位与十位合7连续12期未开出

千位与个位合8连续32期未开出

千位与个位合6连续15期未开出

千位与个位合3连续14期未开出

百位与十位合0连续36期未开出

百位与十位合1连续18期未开出

百位与十位合3连续14期未开出

百位与个位合2连续22期未开出

百位与个位合9连续13期未开出

十位与个位合8连续25期未开出

十位与个位合3连续17期未开出

百位少用1
举世无双

本期首奖以03467为入围
基数，主攻 06，34 配数上奖。
主攻双头4、6，防单头3、9。头
奖二数合 7 或 8,三数合 3 或
9。从局面上分析，主攻号码6
参奖，依照长局分析，06、56、
67 应有一组参奖，反之考虑 1
参奖。

铁卒06，稳坐0。

两数组合：×70× ××26
×7×5 ×02× 67×× ××08
××06

三数组合：289 089 246
026 014 067 056 678 078 039

前四位参考码：2908 3410
4026 4300 6705 6706 6708
8904 9030 9035

参考码：4026952 6706741

57有数 稳坐7
五彩缤纷

本期两数合0、8，注意以千位跟个位来
合。头奖主攻78上奖，05为配数。

定位：5×3× ××85 ××59 ×7×
6 87×× 5××4 ×07× ××35

二数组合：57 59 48 34
三数组合：579 345 359 012 128 678 068

578 457
前四码组合：5917 5934 5935 7459 8210

8705 8706 8715 8785 9078
参考码：5934652 8715217

1难当头 1难当尾
金鑫必杀

七星彩第一位重点杀号：1、
0。信心指数：★★★★★。七
星彩第一位次杀号码：5。信心
指数：★★★★☆。

七星彩第二位重点杀号：2、
3。信心指数：★★★★★。

七星彩第三位重点杀号：0、
4。信心指数：★★★★★。

七星彩第四位数重点杀号：
1、9。信心指数：★★★★★。七
星彩第四位数次杀号码：7。信
心指数：★★★★☆。

平台杀码

特区杀码平台（www.tqcp.net）是海南首
家彩民娱乐开放式平台,选手“笑语”杀十位
命中率 82%（共参与 764 期）,本期杀 61 十
位。为了让更多彩民分享，汇总分析如下：

千位精杀67
百位精杀52
十位精杀57
个位精杀80
三见数平台推荐021、695每组有数参奖

守株逮兔

固守02 07 27组合
两数组合：02 07 27 58 28 18 17 19 15 47 38

86 25 24 49（当中定有一到六组）

11天天出彩 LotteryLottery 责任编辑 / 李天任
2018年9月11日 星期二

少用1头
奇星异彩

根据七星彩走势规律分析
判断，本期少用1头2尾。主攻
头尾合16防合 49。落数稳坐
05、27,三边组合用 05、27 配
14。

定 位 ：43 ×× 48 ××
93×× 98×× 61×× ××24
××29 ××74 ××79 ×35×
×80× ×62× ×17× 0×2×
430 × 485 × 935 × 980 ×
612× ×247 ×297 ×747
×797 935× 480× 862×

817× 0×29
三字现: 021 024 071 074

521 524 571 574 310 315 360
865

前四位参考码：4307 4857
9350 9800 6128 9247 9297
4747 4797 9357 4800 8628
8174 0429

范围码：千位054968,百位
162738, 十 位 051627, 个 位
384907

参考码：4307521

平分秋色一轮满，长伴云衢
千里明。在中秋佳节来临之际，
海南福彩为回馈广大彩民，给节
日增添气氛，又双叒叕要开展新
一轮的快2促销活动了！

快2游戏属于我省福利系统

销售的票种之一，每5分钟一开，
具有周期短，中奖几率高的特点，
多年来深受海南彩民的青睐。截
至8月31日，快2游戏今年已销售
4亿余元，稳居全省票种销量总额
首位。活动期间，当期购买福彩

快2彩票单张彩票，面值金额达
50元（含50元）者，均可参加本活
动。

2018年9月10日上午10点
起，彩民朋友可前往海口和三亚
两市任意的快2游戏投注站进行

购票，正常投注票出票后，将自动
出一张赠票。彩民可关注每日快
2游戏的开奖画面，赠票情况将以
字幕形式进行公布。本次促销活
动准备了300万彩票回馈广大彩
民，送完为止！ 彩彩

福彩“快2”300万彩票馈彩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