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租转让
防台风钢筋混泥土仓库厂房出租
海口市内标准仓库10元每平方米起，可分
割，可日租，可代管代发。18084672350

工业区1300平米仓库，变压
器、宿舍、消防齐全，食堂配套
设施齐全。13907688662

转
让

转
让

龙昆南路坡博路旁宅
基地172M2转让。
电话：18389686766

注销公告

遗失声明
海口琼山云龙镇8公里处，
荔枝园农场500亩，一办公
大楼，鱼塘配套设施齐全。
66597036 13807668815

转
让

遗失声明
乐东黄流永恒代理营业部不慎失农业银行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6410015704401，机构信用代码证，证号:
G70469027015704405，法人私章邢崖雄，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李雪娇遗失就业失业登记证，证

号：460106001300979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琼海供电局遗失海南增值

税专用发票2张（发票联、抵扣联），代码：4600163130，
票号：07102347，07102346，已填开盖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李燕娇于2018年 11月 18日遗失身份证，证号：

460004199302030865，声明作废。自遗失日起不承担
他人冒用此证所产生的一切经济与法律上的责任。

遗失声明
屯昌西昌星海电器维修店税务登记

证正、副本不慎遗失，纳税人识别号：
460026198806211815，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南皇森莲峰贸易有限公司不慎遗失银行开

户许可证，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海口海秀路支
行，核准号：J6410024234101，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口美兰日月升美食城遗失营业执照副本，

注册号：460108600427029；餐饮服务许可证副
本，琼餐证字201546010800061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五指山市水满中心学校工会委员

会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正本，代码：
05109086-X，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周琴、周鹏不慎遗失海口市金贸区富南公
寓园B栋楼17本《房屋所有权证》，具体
为：第1层101房（证号：22905号），第1
层102房（证号：22906号），第2层201房
（证号：22773号），第2层202房（证号：
22907 号），第 3层 301 房（证号：22772
号），第3层302房（证号：22770号），第4
层401房（证号：22771号），第4层402房
（证号：22902号），第5层501房（证号：
22769 号），第 5层 502 房（证号：22897
号），第6层601房（证号：22898号），第6
层602房（证号：22899号），第7层701房
（证号：22901号），第7层702房（证号：
22900 号），第 8层 801房（证号：22903
号），第8层802房（证号：22904号），第8
层803房（证号：22774号），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南银龙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遗失营业

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60100000391351 ；
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和税控盘，税号：
460100594923653；遗失工行海南南大桥
支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6410014406702，遗失公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万宁市长丰镇七甲村民委员会遗

失万宁市长安农村信用社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J641000317780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南易悠家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遗失海南省地方

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发票代码：246001560413，
发票起止号：01434651-0143470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三亚飞达装饰材料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

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602002002161）以
及公章，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定安定城来达电器修理店遗失工

商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注 册 号 ：
46902560013061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单合同，保单号分别是:

8808115918187688、8808115860272488、8808115910991188、
880811591742508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定安岭口吴川音像出租店遗失工

商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注 册 号 ：
46902560006320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临高县临城秋梅水果店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注册号：46902860001919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罗玉娇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正、副

本，许可证号：469021004218，声明作废。遗失声明
方斌遗失建筑起重机械司机（施工升降）

初级证：证号：琼A04201400021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秦莉娟遗失建筑起重机械司机（施工升降）

初级证：证号：琼A04201400021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定安辉煌黄牛专业合作社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469025681180499Y，
及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澄迈县农业机械化管理局遗失海南省

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编号：0027839018、
0027839026、0027839034、0027839042、
0027839050、0027839069、0027839077、
0027839085、0027839093、0072839106、
0027839114、0027839122、0027839130、
0027839149、0027839157、0027839165、
0027839173、0247558269、0247558736、
0247558744、0272893368、0272893392、
0272893413、027289407X、0010616993、
0010620423、0078316778、0163247957、
0163263869、0170079330、0238907316、
0247529505、0308972616、002775126X、
0027751278、0027751286、0027751294、
0027751307、0027751315、0027751323、
0027751331、002775134X、0027751358、
0027751366、0027751374、0027751382、
0272914579、0272916080、0272916638、
0286604803、0286605208、0298286769、
0298288895、0324794469、0324797125、
0324858186、0324858450、0327710777、
0395702883、0395704045、0407560203、
0298320015、0298319196、0298319989、
0277917509、0277917664、0277918595、
027793654X、0277936603、0277936697、
0277937534、0308936762、0308936789、
0308936797，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定 安 天 焕 槟 榔 种 植 专 业 合 作 社（注 册 号 ：

469025NA000555X）拟向定安县工商局申请注销，请相关债
权债务人自见报日起45天内到本合作社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定 安 永 大 养 猪 专 业 合 作 社（ 注 册 号 ：

469025NA000632X）拟向定安县工商局申请注销，请相关
债权债务人自见报日起45天内到本合作社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定安长盛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3469025399252612P）拟向定安县工商局申请注销，请相关
债权债务人自见报日起45天内到本合作社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定安龙河富胜养鸡农民专业合作社（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3469025MA5RDGP55R）拟向定安县工商局申请注销，请相
关债权债务人自见报日起45天内到本合作社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海口腾望贸易有限公司（注册号：460100000491930）拟

向海南省海口市工商局申请注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自见报
日起45天内到本合作社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海口德康源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0100324189372B）拟向海南省海口市工商局申请注销，请
相关债权债务人自见报日起45天内到本合作社办理相关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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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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 在前四位数
中有 50 期未出；两数组合 45
在前四位数中 有 27 期未出 。
双重数44在前四位数中有57期

未开。
前四位数×小双×连续 17期

未开出，×大单×连续 9 期未开
出。

□概率分析

第一位号码4已连续19期未开出

第一位号码6已连续12期未开出

第二位号码2已连续25期未开出

第二位号码0已连续14期未开出

第二位号码0已连续14期未开出

第三位号码6已连续41期未开出

第三位号码4已连续27期未开出

第三位号码5已连续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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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注第三位6 5 4

第四位号码8已连续26期未开出

第四位号码9已连续18期未开出

千位与百位合9连续21期未开出

千位与百位合2连续19期未开出

千位与百位合4连续15期未开出

千位与十位合5连续26期未开出

千位与十位合2连续16期未开出

千位与个位合9连续33期未开出

千位与个位合3连续21期未开出

千位与个位合1连续12期未开出

百位与十位合7连续20期未开出

百位与个位合2连续29期未开出

百位与个位合4连续18期未开出

十位与个位合7连续11期未开出

十位与个位合0连续10期未开出

36有数 稳坐3
五彩缤纷

根据近期开奖号码分布情况分析：本期两
数合3、6，注意以千位跟个位来合。头奖主攻
36上奖，79为配数。第一位推荐3、6防7。第
二位侧重于3、9防 7。第三位侧重于0、9防
1。第四位侧重2、7防3。

定位：3×9× ××98 ××57 ×3×7
××46 6××3 ×30× 63××

三数组合：346 469 389 157 457 036 367
356 246 136

前四码组合：3946 3992 3998 4715 6307
6357 6403 6412 6713 7146

参考码：3946520 6713742

0难当头 3难当尾
金鑫必杀

七星彩第一位重点杀号：0、
7。信心指数：★★★★★。七
星彩第一位次杀号码：8。信心
指数：★★★★☆。

七星彩第二位重点杀号：2、
6。信心指数：★★★★★。

七星彩第三位重点杀号：3、
8。信心指数：★★★★★。

七星彩第四位数重点杀号：
2、3。信心指数：★★★★★。七
星彩第四位数次杀号码：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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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码王”杀头
命中率81%（共参与959期）,本期主杀79千
位.为了让更多彩民分享，特统计本期信息，
汇总分析如下：

千位精杀65
百位精杀19
十位精杀67
个位精杀73
推荐417、058每组有数参奖

守株逮兔

固守45 49 59组合
两数组合：45 49 59 25 28 68 17 19 02 03 38

79 89 08 07（当中定有一到六组）

少用8头
奇星异彩

根据七星彩走势规律分析
判断，本期少用8头4尾。主攻
头尾合38防合 27。落数稳坐
27、16 三边组合用 27、16 配
05。

定 位 ：14 ×× 19 ××
64×× 69×× 1×2× 1×7×
6×2× 6×7× ×45× ×40×
×90× ×95× ×77× ××12
14×2 19×2 64×7 69×2
1×21 127× 6×21 6×76
×458 ×403 ×903 ×958

477× ×612
三 字 现: 301 017 062

067 512 517 562 567 031 036
531 536

参考码：1402 1952 6457
6952 1721 1776 6521 6276
3458 7403 1903 2958 4776
6612

范围码：千位162749,百位
052749, 十 位 051627, 个 位
051627

参考码：6276209

十位少用1
金色年华

本期七星彩首奖以02356
入围基数，主攻26二数，23为配
数上奖。主攻双头0、6，防单头
3、9，2、6尾。

两数组合：09×× ×9×3
××26 0××6 ×52× 67××

××42 ×7×2
三数组合：026 267 236

239 069 235 335 258 126 247
前四位组合：0276 0326

0923 0926 0928 3525 3528
4772 6572 6742

□ 概率玩彩
和值分析：本期和值应该小

于 26，在 18 点左右，主攻 13、
18、25值。

绝 杀 ：046 头 ，百 位 少 用
012，十位少用 456，个位少用
489。范围码: 23578 头, 百位
主攻34589，十位主攻01378，个

位主攻01256。
开奖组合：由于本期和值较

居中或偏大，且单数在二码到三
码间，故单大数 579 必有数上
奖，单小数13也可能上奖，在双
数组 024、68 中，笔者选 024 上
奖，故本期以 13、579、024 构成

最佳开奖组合。铁卒 49，二数
必合27，值围11-25。

单双定位：主攻二双二单，
防三单一双开奖。

定 位 ：8 ×× 0 7 ×× 0
2××6 5××2 3××6 2××
5 7×× 1 3×× 0 8×× 1
5××1 8×10 7×30 2×16

5×12 3×06 2×35 7×01
3×70 8×01 5×81

任选三：048 034 126 159
039 239 137 379 138 358

前四位参考码：8410 7430
2816 5912 3906 2935 7301
3970 8301 5381

参考码：8301542

少用046头少用489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