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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个人刊登求职、家教等广告

广告热线：13876786958
以下信息仅供参考，不作为合同依据，如

有纠纷可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本报恕不负责。

物流搬家
▲双吉搬家 价低服务好 13637562576

欢 迎欢 迎
在本栏目在本栏目
刊登广告刊登广告

百业商情

招生·培训
海南伊万职业培训学校
挖掘机、叉车、铲车培训
火热招生中，电话：13807596085

房 产
海口市中心独栋商业楼出售
18876735462

正规一房一厅送一储物间低价出售52万
17848141431陈先生

中屋集装箱（海南）有限公司
租售集装箱、板房、围挡。
18876916858、18389513531

遗失声明
欢 迎欢 迎
在本栏目在本栏目
刊登广告刊登广告

减资公告

声 明
作废声明
海南黎歌乡旅投资有限公司遗失

盖章收款收据一本（20张），收据号：
8085741-8085760，现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海南隆善康实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0000MA5TKUA23N）经公司股东会议决定拟
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人民币壹亿
元减少至人民壹仟万元,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45
天内向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
特此公告。联系人:贾庆松13808885803

遗失声明
临高县新盈朝东废品收购站遗失

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6902860007865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张萍遗失海南省卫生学校，药剂专业2015届

毕业证，证号HN201521173134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定安定城守业猪肉摊位遗失营业执照副

本，注册号：46902560000199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琼海市民政局工会委员会遗失开户许

可证账号：267522000762，中国银行琼海支
行核准号：J6410022047402，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海南老城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在澄

迈县财政局领用的海南省非税收入一般缴
款书，现将其中8份有错误的票据登报作
废 ， 票 号 分 别 为 0523064127，
0505183480，0505183552，0505183667，
0505183974，0505184440，0505184483，
050518450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南维度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遗失联通

专用凭证，凭证号000024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乐东黄流格林诺夫冰淇淋店谢小婷不慎

遗失工商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69033MA5T37L28Q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乐东黄流一三磅百货店邢增庆不慎遗

失工商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60400MA5TL85Q31，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定安定城艺帘窗帘店遗失工商营业执照

正本，注册号：460000601725269，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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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码到成功

本期头奖双头单尾组合为主攻，中肚两数主攻合49。头奖两数的差
分为1点3点，主攻百位比个位大2点，千位与十位两数合27。

定位：7××6 8××1 0××5 ×41× 1×0× ×30× ×5×0
×60×

三数组合：069 014 159 147 015 013 058 046
前 四 码 组 合 ：7906 ××× 8041 ××× 0915 ×××

0417××× 1105××× 7301××× 8500××× 7604×××
参考码：7906145 8041305 0915302 0417829

07有数 稳坐0
大乐透第21005期开出03、07、

10、12、35+03、05。
前区热码分析：最近7期前区热码

出现17个，落号比例为49%，上期奖号
开出4个热码：07、10、12、35，本期热码
参考：05 07 10 12 31，精选热码：10。

奇偶分析：奇数近期连续热出，本
期看好奇数号码继续走热，奇偶比关
注3：2。

大小比：小号最近相对较热，上期
大小比开出1：4，本期注意大号回补走
热，关注大小比4：1。

后区分析：上期后区奖号为03+
05，本期后区注意重复号码出现，大范
围参考号码02、05、08、12。

前区胆码：19、31
单注5+2：14 19 29 31 34+08

12

1月12日，《相约体彩》特别节目“幸福中
国 光芒汇聚”如约而至。一个聚光而来的体
彩吉祥物“乐小星”、一段温暖有光的放映之
旅、一股点亮健康中国的全民健身热潮、一个
满载公益梦想的微光海洋平台，节目用一场
别开生面的“幸福园游会”，带领观众回顾
2020年体彩公益历程，开启2021年新篇章。

2020年对体彩来说，是直面挑战和创
新求变的一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来袭，让
包括体彩在内的各行各业都受到影响，但
体彩人始终不惧困难、砥砺前行。在《相

约体彩》特别节目中，体彩用一种特别的
方式向社会展示了一张亮眼的“公益成绩
单”。

《相约体彩》第四期特别节目“幸福中国
光芒汇聚”播出后，好评如潮，受到多方点
赞。节目邀请体彩吉祥物设计师代表陈东
森、体彩支教教师张然、体彩专管员程显涛和
《北京日报》记者谢永利等四位2020年体彩
公益事业的参与者作为特别嘉宾，通过“幸福
园游会”的形式，讲述体彩公益故事，展示体
彩公益成就，回顾过往幸福时刻。节目中欢

笑与温情并存，嘉宾们的精彩表现，“乐小星”
的灵动卖萌……每一个环节都有趣温暖，带
给了观众别样的感动。

在园游会第一站“乐小星的诞生”中，主
持人和嘉宾们分别与“乐小星”一起，摆出象
征体彩“公益”“乐观”“幸运”“进取”“责任”
五个品牌内涵的合拍动作，嘉宾们虽有些手
忙脚乱，但“乐小星”带来的快乐却溢于言
表；在园游会第二站“温暖有光放映队”中，
大家品尝了体彩扶贫点山西代县和繁峙县
的特色农副产品“藜麦饼干”，没想到一块饼

干背后竟然蕴含着体彩公益金扶贫攻坚、建
设美丽新乡村的巨大贡献，大家不禁纷纷点
赞；第三站“点亮健康中国”中，主持人和嘉
宾们互相配合完成运动小挑战，大家累并快
乐着，也更加意识到健康运动、全民健身的
重要性；在“微光海洋平台”体验站，场内高
低错落挂着的星星瓶让众人直呼“真好看”，
嘉宾们打开瓶子阅读一张张承载公益梦想
的小纸条，一同感受来自网友的暖意，也正
是这些点点微光汇聚成的梦想海洋成为公
益体彩的力量源泉。 彩彩

“相约体彩”见证幸福中国梦

笑面人生

根据七星彩近期规律推测,本期首奖应以13567入围基数，主攻17
二数，05有数上奖。

定位：09×× 43×× 0××7 ××66 ×5×8 ×73×
×21× ××43

三数组合：179 346 167 678 158 357 012 347
前四码组合：0917 4366 0617 7866 2518 7735 0211 0743

考虑两数合6 8

7天天出彩 LotteryLottery 责任编辑 / 李天任
2021年1月13日 星期三

飞鱼彩票

鸿运当头

本期七星彩入围基数01569，头奖主攻双重11、66、99，防对数05、
49。不排除147、258、369一线组合。两数合0、9。三数合0、5。

两数组合：8××6×× 3××0××× 5×0×××× ××
15××× ×9×1××× ×5×0×× ×09××× ××14×××

三数组合：056 046 049 145 019 059 069 149
前四码组合：8506××× 3460××× 5904××× 2415××

0911××× 2590××× 3096××× 2914×××
参考码：8506145 3460182 5904122 2415809 0911704

主攻三数合0 5

彩票魔方

本期排列五主攻13有数上奖或开一组双重或对数。
两数组合：83××× ×57×× ×60×× 3××1× 1×6××

17××× ×51×× ××27×
三数组合：136 457 068 135 256 047 135 127
前四位参考码：8316 × 1574 × 8600 × 3511 × 1265 ×

1740× 8513× 0127×

首位推荐2 3 5

大乐透后区关注02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