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类广告价格:
正文：3元/字；1.5元/数字、字母；
标点符号免费；加框：30元/次；照
片：70元/张/次（1.6CM*2CM）；段
首大字：5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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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证遗失○学生证遗失○营业执照
○税票税务证○企业公告○寻人寻物○其它

58683888
QQ:2681273318

新街口管家桥63号院内一楼

公告信息

便民服务受理点：

户部街33号天之都大厦2922室
电话：84463289
新街口华路华夏大厦1008室
电话：15951803813

中山门大街699号马群花园城
电话：13813874450

六合区电话：13770889941
高淳区电话：18851706055
江宁区电话：18913398444
溧水区电话：17715255635

扫码自助登报

※ 公 告 ※

注销公告：南京王家湾交通
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 代 码
913201027423643562）股 东
于 2020 年 7 月 13 日决议解
散公司，并于同日成立了公
司清算组。请公司债权人
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
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
权。联系人：吕军，联系电
话：83131557，地址：南京栖
霞区银贡山庄A区 18幢，南
京王家湾交通科技有限公
司，2020年 9月 16日
解除/终止加盟关系的声明
我司现正式对外声明以下
事实：我司与以下公司、商
户已解除加盟关系：【南京
市栖霞区刘传志房产经纪
中心，洺悦府店】【南京市栖
霞区燕子矶街道春树街8-7
号，洺悦府店】。即日起，这
些主体不再享有使用"中环
"、"中环地产"、" "商标的
权利，其对外的任何活动、
业务往来及其他行为与我
司无关。今后如因其假借
中环名义从事任何活动而
导致的任何问题，我司均不
予承担责任。特此声明！
南京中环地产顾问有限公
司 2020年9月15日
南京知识律师事务所减资
公告 根据2020年9月11日
合伙人会议决议，南京知识
律师事务所拟将注册资本
从192万元减至161万元，
现予以公告。债权人可自
公告之日起45日内要求本
事务所清偿债务或提供担
保。 南京知识律师事务所
2020年9月14日
注销公告：南京嘉航精密机
械有限公司股东（大）会于
2020年 9月15日决议解散
公司，并于同日成立了公司
清算组。请公司债权人于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
权。 联系人：高家慧 联系
电话：13852098609 南京
嘉航精密机械有限公司清
算组 2020年9月15日

遗失南京柳洁服饰店税务
登 记 证 正 本 ，税 号
31010519800417161305
，通用手工发票一本，发票
号 码 02651326-
02651350，声明作废。

※ 遗 失 ※

招标公告
南京某部副食品招标

自 9 月 11 日-17 日组织报
名 ，有 意 者 可 致 电
18951005917胡先生

竞彩焦点受注赛事一览
周三007 欧冠 卡拉巴赫VS莫尔德 09-17 01：00
周三008 欧冠 费伦茨瓦罗斯VS萨格勒布迪纳摩 09-17 01：00
周三009 英联赛杯 伊普斯维奇VS富勒姆 09-17 02：00
周三010 欧冠 中日德兰VS年轻人 09-17 02：30
周三011 英联赛杯 布里斯托尔城VS北安普敦 09-17 02：45
周三012 英联赛杯 利兹联VS赫尔城 09-17 02：45
周三013 英联赛杯 南安普敦VS布伦特福德 09-17 0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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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082 期开始，体彩大乐透又
进入持续送奖模式，截至第20089期，
连续8期，期期有头奖开出。其中，江
苏购彩者表现出色，在 20082 期、84
期、85期、86期、88期连续有一等奖中
出。近日，在20082期中得大乐透859
万大奖的淮安购彩者王先生，现身省体
彩中心兑奖大厅，领走了这份幸运。

淮安老玩家胆拖中得859万

王先生带来的中奖票，是一张胆拖
票，8月29日购于淮安3208008948体
彩网点。该票在当晚开奖的大乐透第
20082期，不仅中得1注855万元的基
本投注一等奖，还收获了四等奖12注、
六等奖18注以及八等奖4注，奖金总
计8596551元。

谈及购彩经历，王先生表示，他是
体彩的老玩家了，买了很多年，先是从
7位数入门，后来又玩起了大乐透。在
投注方式的选择上，王先生比较偏爱胆
拖。在他看来，这样投注比较经济实
惠。当然，胆码的选择，就显得尤其重
要。每次投注前，他都要看着走势图精
心研究一番。在大乐透20082期也不
例外，王先生前区选择了胆码“34”，以
及“02”、“04”等7个拖码，后区选择了

“04、08”。最终，他凭借这张胆拖票锁
定了大奖。

在手机上查询到开奖结果后，王先
生很是开心。而且这份开心，不仅来自
中奖的喜悦，还是对他研究成果的肯定。

大乐透又送出2注千万级头奖

9 月 14 日，体彩大乐透第 20089
期开奖，前区开出号码“13、16、20、22、
27”，后区开出号码“01、02”。当期全
国销量为2.74亿元，为国家筹集彩票
公益金9879万元。

第20089期全国共开出2注一等
奖。其中，1注为1800万元（含800万
元追加奖金）追加投注一等奖，落户山
东临沂；1注为1000万元基本投注一
等奖，落在广西贵港。数据显示，山东
临沂中出的一等奖，出自一张单式追加
票。广西贵港中出的一等奖，则出自一
张单式票。对比可见，由于采用了追加
投注，来自山东临沂的幸运购彩者，在
单注一等奖方面要多拿了800万元追
加奖金，从而使得单注一等奖总奖金达
到封顶的1800万元。

奖池方面，当期开奖结束后，9.10
亿元滚存至9月16日（周三）开奖的大
乐透第20090期。

金秋九月，吹去夏日燥热，迎来
秋日凉爽。作为电影频道与中国体
育彩票联手打造的脱贫攻坚主题公
益纪实节目，《温暖有光放映队》已走
过了六程山水，用公益的光芒照亮了
诸多偏远山区。在即将播出的第七
期节目中，放映队长姜宏波、放映队
员凌潇肃、唐一菲以及王丽萍，一起
走进浙江安吉余村，在绿水青山间带
来一段美好的光影故事。

“两山”理念指引下 安吉
余村华丽蜕变

浙江省安吉县余村，属于国家
4A级景区，是全国美丽宜居的示范
村。这里山明水秀，鸟语花香，放映
队员刚来到就感受到了扑面而来的
清新与安宁。然而曾经的安吉余村，
遍布荒山、矿山，生态环境相当恶劣，
虽然通过开山炸石，使得村集体经济
殷实，却也严重破坏了村里的生态环
境，粉尘蔽日成为了日常。

2005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两山”理念首次提出，终于让
余村人认识到，这种破坏生态环境的
开山采石不是长久之计。当年，余村
便彻底与开山采石告别，开辟出一条
以休闲旅游为主的美丽乡村之路。
而今背靠绿水青山，余村人正在逐步
实现着金山银山的美好梦想。

助力村运会 公益体彩让
余村充满活力

为了将乡村文化礼堂更好地利
用起来，在体彩公益金的支持下，余村
结合了不同乡村的特点，通过定制个
性化的体育项目，推出了中国体育彩
票文化礼堂村运会系列活动，持续为
村民们带去了运动的快乐。截至

2020年底，浙江省将建成17000余家
农村文化礼堂，成为当地的一道靓丽
风景。据悉，“十三五”期间，在体彩公
益金的支持下，浙江省6000余个农村
文化礼堂增添了体育设施。利用文化
礼堂阵地，累计开展体育下基层活动
近150场次，惠及20万人次。

群众体育多姿多彩 体彩
传递公益温度

而当放映队来到余村体育场，惊
叹于这里良好的硬件设施：高品质的
塑胶场地，完善的体育设备……据了
解，无论是场地宽阔的体育公园，条
件优越的体育场馆，还是环绕着村舍
的健身路径，都是在体彩公益金的支
持下成功打造的。

另一方面，体彩公益金还助力着
余村丰富多彩的群众体育赛事：广场
舞大赛、拔河比赛、包粽子大赛等等
一系列接地气的活动如火如荼地进
行，丰富着群众的体育文化生活。

据悉，“十三五”期间，在体彩公
益金的大力支持下，浙江省累计建成
150个乡镇（街道）全民健身中心、中
心村全民健身广场（体育休闲公园）
和5500个小康体育村升级工程，今
年还将建成1000个百姓健身房。

9月 19日 19：30，《温暖有光放
映队》与您相约电影频道，让我们跟
随放映队的脚步，一起见证余村15
年来的蜕变历程，在绿水青山间传递
温暖，向光而行。 关言

姜宏波、凌潇肃、唐一菲、王丽萍
带你走进浙江安吉

体彩大乐透又开启持续送奖模式
淮安购彩者领走859万

9 月 6 日 ，江 苏 体 彩 7 位 数 第
20115期开出中奖号码“5853514”，当
期 中 出 特 等 奖 1 注 ，花 落 宿 迁
3213013709体彩网点。由于正值7位
数“4400万元大派奖”活动期间，大奖
得主除了500万元特等奖奖金，还获得
了400万元特等奖派奖奖金。日前，中
奖者王先生独自来到江苏体彩兑奖大
厅领奖。

王先生出示的中奖彩票是一张定
位复式票，购票时间为9月 6日 18点
24分。一般来说，购买定位复式票的
购彩者都会有一套自己的选号心得，对
此，王先生却笑着摇摇头说：“我不研究
号码的，我这是随意选的号”。

据了解，王先生购买7位数已超过
10年，因为一直抱着“玩一玩，碰运气”
的心态，所以他很长一段时间都是随机
选号、单式投注。有一次，王先生到网
点买彩票，看到一位购彩者买了一张7

位数定位复式票，他觉得比较新奇，就
向销售员了解了一下。此后，王先生偶
尔会使用一下定位复式这种投注方式，
不过他还是不研究号码，选号就跟着感
觉走。今年 4 月底，7 位数开启了

“4400万元大派奖”活动，王先生觉得
这正是展示复式票威力的好时机。该
出手时便出手，派奖期间，王先生每期
都会用定位复式方式购买7位数。终
于在20115期，他一举中得了500万元
特等奖，并将此次派奖活动仅剩的400
万元派奖奖金收入麾下。

由于是复式投注，王先生的这张彩
票还中得当期一等奖 2注、二等奖 4
注、三等奖12注、四等奖28注、五等奖
63注，单票总奖金9028739元。办理
完领奖手续，王先生表示，后面他还会
接着买7位数，不过既然派奖结束了，
他就继续随机选号、买单式票了。

苏缇

8月30日，体彩排列5第20193期开
奖，开出中奖号码为：30966。当期全国
共开出一等奖52注，单注奖金10万元，
其中2注花落昆山，2注号码均为同一位
购彩者中得，合计揽获奖金20万元。

次日一早，大奖获得者刘先生现身
苏州昆山体彩中心办理兑奖手续。中
奖票是一张2注号码的排列5直选票，
第一注号码为“39686”，第二注号码为

“30966”，其中第二注号码为当期中奖
号码。该票进行了2倍投注，投注地点
为昆山市萧林路长江花园北路21-12
号 3205025423体彩网点。据刘先生

介绍，他是位资深体彩迷，购彩年数已
有十多年，尤其喜欢排列5玩法，以前
经常中小奖，后来玩出了心得，采用了
小额投注，每期坚守2注排列5号码。
关于购彩经验分享，刘先生告诉我们，
购彩需理性，也要靠运气，所以选号方
面一直很随性，每次都是凭感觉选号。
对于奖金的规划，刘先生表示他的购彩
心态一直很好，所以中没中奖对现在的
生活并不会有所改变，唯一不变的就是
今后还会继续坚持购买体育彩票，多献
一份爱心，购彩还能获得丰厚的奖金，
何乐而不为呢。 顾丽婷

宿迁购彩者领走
体彩7位数902万元大奖

苏州昆山彩友喜中“排列5”20万
请扫码关注江苏
体彩官方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