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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陈小秋 广 告2018年
9月8日

本 人 遗 失 残 疾 人 证 ， 证 号 ：
35222519440426501244。声明作废。

挂失人：林发兴
2018年9月8日

本药房遗失 2011年 10月 8日由原福安
市地方税务局核发的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税号：352226196307270026。声明作废。

福安市穆阳百姓大药房
2018年9月8日

余海波、陈丽梅遗失福建增值税
普通发票，发票代码：3500162350，发
票号码：19095269。声明作废。

挂失人：余海波 陈丽梅
2018年9月8日

陈文钊、陈秋夫妇遗失女
儿陈佳晨的出生医学证明，证
号：P350322263，声明作废。

挂失人：陈文钊 陈秋
2018年9月8日

本店遗失第二类医疗器械备案凭证，备案号：闽宁食药监械经营备
20153003。声明作废。

福鼎市康佰家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福鼎市海丰店
2018年9月8日

本人遗失大连万达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宁
德分公司开具的（万达华城小区8幢1512号）
装修押金收据，收据号：0066207。声明作废。

挂失人：阮丽薇
2018年9月8日

福安市劳动就业管理中心《事业法人证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123522024904344333）正、副本，有效期自2018年5月1日至2033年5
月1日，因遗失，特此公告作废。补发证书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不变。

福安市劳动就业管理中心
2018年9月8日

本村合作社遗失公章，章文：柘荣县源野农业专业合作
社。法人章,章文：王岩龙印。声明作废。

柘荣县源野农业专业合作社
2018年9月8日

遗失声明

本药房遗失 2011年 10月 17日
由原福安市国家税务局核发的税务
登 记 证 正 本 ， 税 号 ：
352226196307270026。声明作废。

福安市穆阳百姓大药房
2018年9月8日

本店遗失 2015 年 5 月 26 日由
宁德市蕉城区地方税务局核发的税
务 登 记 证 正 本 ， 税 号 ：
352201198102285816。声明作废。

宁德市蕉城区蕉南门道寿司店
2018年9月8日

本人遗失就业失业证，证号3509210015000615。声明作废。
挂失人：陈丽辉
2018年9月8日

减资公告
根据 2018年 9月 7日股东决定，福安市江山

红韵茶业有限公司拟减少注册资本，由 100万元
人民币减少为 3万元人民币，请债权人自接到公
司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
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
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18596690158
联系人：雷碧丹
地址：福建省宁德市福安市岩湖安置地18号

福安市江山红韵茶业有限公司
2018年9月8日

本公司遗失福建增值税
普 通 发 票 ，发 票 代 码 ：
3500122650，发 票 号 码 ：
00208094。声明作废。
闽东宏宇冶金备件有限公司

2018年9月8日

本人遗失一辆红色义鹰牌二轮摩托车，车牌
号 ：闽 JE3297，发 动 机 号 ：28020133，车 架 号 ：
LD5TCGPA182000216。声明牌证作废。

挂失人：朱唐耀
2018年9月8日

本店遗失2017年5月26日由东侨经济技术开
发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2350901MA2Y9J1252。声明作废。

宁德市东侨经济技术开发区天天面馆
2018年9月8日

拍卖公告
受委托，定于2018年9月30日上午10时在福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会议室举行拍卖会，拍卖标的为：1、罚没废铁一批,总重约 12 吨（以
现场看样为准）。2、福安市阳春小区8#楼一层C-4#、C-5#两间通道间
三年的租赁使用权。3、福安市溪尾镇下邳大塘内307-1、2、3号养殖塘
二年的承包经营权，养殖面积约 187亩。4、福安市穆阳镇桂林村城北
路101号的办公楼三年的租赁使用权，建筑面积约900㎡。咨询、看样、
报名、保证金缴纳时间截至2018年9月28日下午5时止。

联系地址：福安市冠后路华联园4号楼4B201-1号
福安市棠兴路806号市民服务中心大楼七层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联系电话：0593-6508588

福建德佳拍卖有限公司
2018年9月8日

遗失声明

体彩顶呱刮赈灾彩票正全力为灾区筹集重建家园资金体彩顶呱刮赈灾彩票正全力为灾区筹集重建家园资金，，返奖率达返奖率达 6565%%
6464..3030亿元亿元！！中国彩市奖池一哥大乐透诚邀大家一同围剿巨奖中国彩市奖池一哥大乐透诚邀大家一同围剿巨奖天天体彩天天体彩

中国体育彩票
China Sports Lottery

福建体彩网：www.fjtc.com.cn
短信订制：移动拨125903900 联通、小灵通拨
95001567或发1到1062950033
福建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闽东日报社联合主办

各玩法开奖公告

注：开奖公告以公证员公证数据为准。注：开奖公告以公证员公证数据为准。

“31选7”第18243期
正选号：05+06+10+11+15+23+25
特别号：29
销售总额为：1030510元；
一等奖0注，每注奖金0元；
二等奖1注，每注奖金29145元；
三等奖49注，每注奖金1200元；
下期奖池积累数为：658252元。

“22选5”第18243期
开奖结果：07+08+09+10+21
销售总额为：119456元；
特等奖1注，每注奖金25477元。

“排列3”第18243期
开奖结果：7+9+0
我省销售总额为：249508元；
排列3直选我省254注，每注奖金1040元；
排列3组选6我省67注，每注奖金173元。

“排列5”第18243期
开奖结果：7+9+0+3+0
我省销售总额为：177184元；
排列5直选我省0注，每注奖金100000元。

“七星彩”第18104期
开奖结果：4+5+1+6+3+0+3
全国销售总额14821080元；我省销售总额
396600元。
一等奖全国 0注，我省 0注，每注奖金 0元，
二等奖全国6注，我省0注，每注奖金61453
元。

聚焦体彩公益金聚焦体彩公益金 中奖故事中奖故事

南平彩友2倍追加独揽大乐透53万超值奖
2017年度，福州市体育部门本

级分配使用彩票公益金 5436.1 万
元，按照财政局批复的预算，用于实
施群众体育工作和资助竞技体育工
作。福州市体育部门依据体育彩票

“来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宗旨，按照
面向基层、面向大众、统筹规划、突
出重点、科学合理、讲求实效的原
则，坚持公开、公正、透明和严格按
程序审批。根据《彩票管理条例》、
《彩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的相关规
定，现对 2017年度福州市体育部门
本级体育彩票公益金分配使用情况
公告如下：

一、群众体育 3620.61万元（其
中补助地方901.44万元）

（一）资助或组织开展全民健身
活动1624.77万元；

1、群众性综合运动会 1297.73
万元，补助地方144.76万元；

2、示范性全民健身活动 177.08

万元，补助地方5.2万元；
（二）援建与维护公共体育场

地 、设 施 和 捐 赠 体 育 健 身 器 材
1995.84万元；

1、公共体育场馆建设与维护
1224.36 万元，补助地方 431.48 万
元；

2、全民健身路径工程 20万元，
补助地方320万元；

二、竞技体育 1815.49万元（其
中补助地方134万元）

（一）举办或承办区县级以上体
育赛事220.03万元元；

（二）改善训练比赛场地设施条
件480.45万元；

（三）资助体育后备人才培养，
补助地方100万元；

（四）支持运动队参加国际国
内运动会 981.01万元，补助地方 34
万元；

特此公告。

追加投注虽然能让广大彩友实现中
奖后中得的奖金最大化，但如果能在追
加的基础上，再进行倍投的话，那所获得
的奖金便可成倍的暴涨。这不，在体彩
大乐透第18072期中，福建彩友共拿下了
5注166210元超值二等奖，而其中有3注
出自追加，每注又多拿了 99726元追加
奖，这样通过追加中得二等奖的总奖金
达265936元。这3注追加二等奖被两家
站点瓜分，其中位于泉州晋江永和镇玉
湖工业区旧石东路14号12801站中得1
注，奖金26万余元，而另两注均被南平建
瓯市瓯宁路梅宁街9号50230站中得，总
计奖金53万余元，这便是购买体彩大乐
透又追加又倍投的一大亮点。近日，这
两家彩友均已现身领奖。

自选投中大乐透二等奖26.5万
来自泉州晋江永和镇12801站的中

奖者小王，从外省来晋江务工多年，购
彩成了他业余生活的一部分。自体彩
大乐透上市后就开始购买，第 18072期
的开奖，竟给他带来 1注 265936元超值

奖金，小王兴奋不已。
小王平时除了打工也找不到什么

其他娱乐活动了，于是就好奇地跟着工
友去买体彩育彩票，这一来二去的就喜
欢上了大乐透，几乎每一期都买，每次
投注都只在20块钱以内，投注的号码全
部都是自己选的。6月23日当晚饭后7
点多他才来到晋江 12801站点，他赶紧
先看了大乐透后区的号码走势，很快就
对“01、03、06、08”四粒球有了好感，随
后通过前区号码的选定，当即组合了 4
注号码进行投注，因平时他都有追加的
习惯，当晚他仅花了12块钱投注。购彩
以来，50元奖金都没中过的小王当晚竟
幸运中得超值二等奖追加1注。

“当时后区我就是没看上‘02’，不
然最少得中 1000多万元吧，不过，像我
们这类外来务工的，买彩票就是图个乐
趣，有个精神寄托，就像这次中奖，突然
多了一笔奖金，内心有种莫名的安全
感。”小王感慨地说着。

守号守来大乐透53万二等奖

来自南平建瓯50230站的幸运儿姓
叶，“80后”的男子。叶先生表示，这注
幸运中得二等奖的号码是他5年前便开
始购买了，当时这号码是他随手写的，
他自己都已经不记得这号码是不是藏
有什么特别意义。5年来，这注号码基
本没怎么中奖，有的话就是 5元，虽如
此，可他依然不放弃，坚持着购买。他
风趣地说：“反正就 1注号码，每期坚持
买，碰碰运气，每天都会因为这注号码
而燃烧着心中的希望，心里乐呵着。”

而这次能幸运中奖，完全是偶然也
是意外。那天下午，他在经过这家站点
时，想着彩票还没复制，便走了进去，复
制好后，他跟往常一样，把票放在钱包
里。次日，当他又一次来到站点，票一
刷被告之中了大奖，再仔细一核对，居
然是中5+1，二等奖，由于进行了追加与
倍投，这下他一下子把中得的总奖金，
跟不喜欢追加与倍的的人相比，整整翻
了几番，着实可笑傲彩市了。

□金嵌 陈珍

关于2017年度福州体育彩票
公益金分配使用的情况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