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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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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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吉搬家 价低服务好 13637562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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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 产
精装电梯房4房2厅年前低价处理
17848141431陈（中介勿扰）

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

张爱莉遗失恒大美丽沙1415地块H123
购车位认购书，编号：0001844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口牧原农牧有限公司于2021年1月24日丢失五菱运输车合格证

一份，合格证号：XD29X3407435427，车辆型号：LQG5029XXYP6，车架
号：LZWDAAGA9LE463407，发动机号：ULB0330026，声明作废。

百业商情
中屋集装箱（海南）有限公司
租售集装箱、板房、围挡。
18876916858、18389513531

公 示
海南省环岛管网文昌-琼海-三亚输气管道
南山站迁建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公示

项目概况：输气管道：南山终端至南山站输气管道，全长1.141km，管径
D610，设计输量为12×108m3/a，设计压力7.0MPa，设计温度常温。

迁建南山站：迁建后南山站站设计输送能力32.16×108m3（东部管网设计输
量为14.92×108m3/a，西部管网设计输量为5.24×108m3/a，南山海气设计输量
为12×108m3/a），设计压力7.0Mpa。管道设计年输送天数350天；设计标准状
态：101.325kPa，20℃。迁建南山站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内容已包含在《海南省环
岛管网文昌-琼海-三亚输气管道工程变更环境影响报告书》中，且已获得海南省
生态环境厅的批复，与海南省环岛管网文昌-琼海-三亚输气管道工程变更环境
影响报告书相比较，本次南山站工程内容与已批复的南山站内容增加和变动了
如下内容：在站内增加1台清管器收发球装置、2台卧式过滤分离器、3台汇气管
和一些阀门，增加南山终端来气的过滤、计量和混气功能，放空方式由点火放空
改成冷放空。

报告网络查阅及公众意见网址链接“http://www.eiabbs.net/forum.php?
mod=viewthread&tid=407700&page=1&extra=#pid833310”。可于该网站
查询环评报告书全本。

征求意见公众范围：拟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公众。
公众提出意见方式和途径：将公众意见表以信函、电子邮件、信访等方式提

交给建设单位。
联系方式：王经理18976750216
公示时间自发布之日2021年1月25日，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

海南海控长输天然气管网有限公司
2021年1月25日

公 告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海口中心支公司

营业场所调整公告
经备案海南银保监局，太平人

寿保险有限公司海口中心支公司
营业场所范围调整为海南省海口
市美兰区国兴大道3号互联网金
融大厦A栋3层整层、4层403房。

保险业务机构名称及营业场所变更的公告
原机构名称：鼎诚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海南省分公司琼海营销服

务部
现机构名称：鼎诚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琼海营销服务部
机构编码：000130469002001
经营区域：琼海市
成立日期：2019年12月27日
颁发许可证日期：2021年1月19日
业务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和上述业

务的再保险业务
机构负责人：张举超
原营业场所：海南省琼海市嘉博路爱华路交叉口西北侧新阳光花园

18#B-B126
现营业场所：海南省琼海市嘉积镇爱海南路琼海商业步行街2栋2层

2-2-01号商铺
邮政编码：571400
联系电话：0898-62833351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海南监管局
特此公告

鼎诚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2021年1月25日

打击私彩,支持公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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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有数稳坐0
周公解码

本期七星彩入围基数03678，两数主攻合67，三数合06。双重
主攻11、77，防对数05、38。第一位推荐5、6防8，第二位侧重于0、
7防9，第三位主攻1、3防6，第四位主攻4、8防9。

定位：5××8 6××4 89×× ××30 3××9 3××8
1×0× 8××4

三数组合：068 034 279 037 129 789 056 348
前 四 码 组 合 ：5068 ××× 6034 ××× 8972 ×××

7730××× 3219××× 3978××× 1506××× 8834×××
参考码：5068134

34有数稳坐3
游戏人生

本期头奖入围基数23567，必用数168。第一位主攻5、6防7。
第二位主攻0、5防8。第三位推荐1、4防9。第四位推荐4、6防7。

定位：×01× ×83× ××96 6×1× 3××2 1××9
6×4× ××77

三数组合：018 348 569 017 245 469 048 279
前 四 码 组 合 ：6018 ××× 7834 ××× 5596 ×××

6017××× 3542××× 1469××× 6048××× 2977×××
参考码：6018324

体彩大乐透后区关注08 12
体彩大乐透第2021010期奖号：01 05 16 22 34+

08 11。
前区龙头分析：最近5期龙头分别开出号码：04、05、

05、01、01，龙头近期主要在05以内出现，上期龙头01重
复开出，本期注意重复龙头01。

前区凤尾分析：最近5期分别开出凤尾号码：35、
35、33、32、34，凤尾比较集中，主要在30以上出现，上

期凤尾上升了2个点位，本期预计凤尾继续上升，参考
号码35。

后区分析：后区上期开出一奇一偶组合，最近9期号
码奇偶比为8：10，奇偶号码出现比例基本相当，本期注意
偶数转热，防全偶出现，两码参考08 12。

前区双胆参考：02 21
单注号码参考：01 02 21 24 35 + 08 12

08有数稳坐0
笑面人生

根据近期七星彩头奖落数情况分析：头奖主攻兄弟数45、78、
89，防双重11、55。头奖主攻头尾合67，中肚两数主攻合17。

定位：80×× ×0×3 ××45 6×1× ××52 ×89×
×01× 29××

三数组合：079 013 457 018 245 089 014 259
前 四 码 组 合 ：8079 ××× 6013 ××× 1745 ×××

6018××× 4252××× 7890××× 6014××× 2955×××
参考码：8079123

飞鱼彩票

15天天出彩 LotteryLottery 责任编辑 / 李天任
2021年1月25日 星期一

提高防疫意识 保障售彩安全

多地体彩筑牢实体店疫情防线
体彩实体店作为销售一线，是人员密集

的场所，是体彩疫情防控的重点。为保障实
体店经营者安全售彩、购彩者安全购彩，打造
安全的销售环境，各地体彩加强了实体店的
疫情防控工作，在实体店内筑牢防控线。在
北京、黑龙江等疫情出现多点散发的省份，体
彩实体店的疫情防控工作，更是重中之重。

1月20日，由黑龙江鹤岗市文体广电和
旅游局、市民政局、兴安区、市体彩中心、市福
彩中心、兴安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兴安区民
政局组成的防疫督查联动机制工作组，对兴
安区的彩票实体店随机抽查暗访。联合检查
主要内容包括销售场所内的防疫物资配备，
健康码、信息登记二维码的扫描，防疫指南、
购彩注意事项的张贴，销售场所和设备的日
常消毒，人员身体健康状况，以及避免聚集等
疫情防控措施落实情况。

在联合检查工作中，工作组每到一处销
售场所，都仔细检查销售场所内防疫举措，抽
查工作人员对应急预案的掌握情况，了解当
前销售情况，防控物资配备情况，叮嘱销售人
员严格落实各项防疫措施。对个别未按规定
严格落实防疫措施的销售场所，现场督促其
立即整改。通过联合检查，及时发现问题，及
时解决问题，有力确保彩票销售场所的安全，
提供健康的购彩环境，切实维护好彩票销售
秩序。1月18日起，黑龙江七台河市体彩中
心按照市防疫指挥部的工作部署，对全市体
彩实体店加强防疫指导。

防疫工作要求走进体彩店的购彩者必须
“戴口罩、扫描行程码、测量体温”，宣传“限制
实体店人员进店时间、保持进店人与人之间
1.5米安全距离”“实体店要每天店内消毒”等
防疫知识内容，组织引导代销者和销售员提

高文明素质，增强抗疫能力，坚定必胜信心，
助力疫情防控。

近日，在北京体彩中心的部署下，实体店
齐齐行动，准备防疫物资无死角进行消杀，在
店内筑起疫情防控线。

在西城区菜市口六号院的34087体彩实
体店，销售员每天早中晚准时对店内外进行
全面消毒、通风，销售员还特意在门口摆放了
防疫专用桌。体温枪、免洗洗手液、北京健康
宝二维码，以及针对无法提供健康宝的购彩
者专用的登记表，井然有序的摆放着。看到
有购彩者进店，销售员就提醒：稍等，量下体
温，扫一下北京健康宝。购彩者购完票以后，
销售员还会及时提醒：现在疫情形势严峻，不
留您在店里坐了，您外出购物别忘了防护、出
门戴口罩、勤洗手、勤消毒，注意防疫细节。

在西城区双槐里小区的34035体彩实体

店，销售人员同样会为进店的购彩者扫码、登
记、测温，提供免洗洗手液洗手，店内还设了
一米线，提醒购彩者排队购彩，保持1米社交
距离。店门口销售员还贴上“贴心提示”，店
内最多不超过四人。此外，为了确保店里防
疫物资充足，在北京体彩中心统一配发防疫
物资的基础上，销售员还自购了一些。面对
购彩者的赞誉，销售员何苗苗说，一切都是为
了让购彩者放心，购彩者放心自己也安心。

在西城区白纸坊东街25号的34045体
彩实体店，销售员在玻璃门上贴上测温登记
提示，有购彩者进店，销售员就及时提醒：进
店请戴口罩、请配合测温、请出示健康码，测
温、扫码后还不忘进行实名登记。店内消杀
工作更是彻底，终端机、门把手、地面、销售柜
台、销售桌椅、文具、即开销售用具，每一个细
节都不忘消杀，并逐一登记。 彩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