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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 聘
招聘车辆监控员 待遇面谈 电
话86573232华小姐

杭州印刷厂招印刷机长、副手、
学徒18368886119

招真丝裁剪师傅15158831898

出售德清土地厂房13757283838

仓库厂房

装修4-7万
丰果装饰60㎡精致套餐4万元/套起

包含：拆旧修补/水电全套/中财水管/中策电线/卫生间防水/
包管/开关插座/厨卫墙地砖/门槛石/阳台地砖/杭特地漏/三角阀软
管/厨卫集成吊顶/整套强化地板/四套免漆门/水槽/龙头/花洒/马
桶/台盆/立邦净味环保漆/厨房橱柜/小灯具/大卫生/垃圾外运等等

80㎡精装套餐7万元/套起
在 60㎡已有项目基础上增加或升级：实木地板、地笼/烤漆

门/客餐厅抛釉砖/淋浴房/森鹿免漆生态板材衣柜/鞋柜/客厅吊
顶/顶面石膏线/淋浴花洒套装/浴霸/TOTO马桶

90㎡以上999元/平方起，包工包料 电话: 87680021

公 告
杭州拜思特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经本公司股东会（出
资人）决定：本公司认缴注册资
本从 1000 万元减至 50 万元。
请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书面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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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
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逾
期不提出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浙江帮帮环境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减资公告：经本公司股东会

（出资人）决定：本公司认缴注
册 资 本 从 5359.1 万 元 减 至
1446.726 万元。请债权人自接
到本公司书面通知书之日起三
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
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
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
相应的担保，逾期不提出的视
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遗失杭州市余杭区东湖街道九
曲营小区 18 幢 2 单元 101 室房
产证浙2020余杭区不动产权第
0133892声明作废。

遗失杭州近江食品市场陶阳食
品经营部法人章、财务章各一
枚，特此声明。

遗失杭州脂南针健康咨询有限
责任公司公章 33012710001198
声明作废。

杭州凤都贸易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 失遗 失分类
广告

热线0571-85310536/85311120
微信13957109893/QQ59997182
热线0571-85310536/85311120

微信13957109893/QQ59997182

春节休市期间，新赛季欧冠八分之一决赛首回合拉开大幕，在2月16日和17日先后进行了4场较量，其中巴塞

罗那主场1∶4惨败给了巴黎圣日尔曼，晋级形势极为不利；同一天，利物浦在客场2∶0力克德甲劲旅莱比锡红牛。而

17日的两场比赛，尤文图斯客场1∶2输给了葡超豪门波尔图，多特蒙德则在客场3∶2击败了塞维利亚。

本周周中，欧冠八分之一决赛首回合继续开打，竞彩参谋部也将给大家推荐一个欧冠专场，包括马德里竞技对阵切

尔西和门兴格拉德巴赫对阵曼彻斯特城这两场比赛，以供彩民朋友参考。

马竞蓝军力拼防守
门兴曼城火力全开

竞彩参谋部竞彩参谋部

本报记者 杨渐

北京时间 2 月 24 日凌晨 4 点，欧

冠八分之一决赛首回合将上演马德里

竞技与切尔西的比赛，由于西班牙疫

情防控要求，比赛将移至罗马尼亚的

布加勒斯特国家体育馆进行。

马竞本赛季在西甲联赛中的表现可

圈可点，目前23轮战罢球队以17胜4平

2负的成绩领跑积分榜，在少赛一轮的情

况下领先第二名皇马3分，领先同样少

赛一轮的巴萨8分，为了冲击联赛冠军，

球队在上个月提前放弃了国王杯战线，

全身心投入到联赛的争夺中，从数据上

来看，进攻火力的提升是马竞本赛季能

够稳定拿分的关键，老将苏亚雷斯不但

焕发了个人的第二春，目前打进16个进

球，还凭借出色的个人能力和丰富的经

验，激活了身后的略伦特、科雷亚等人。

而相比进攻，凶狠强硬的防守才是马竞

的立身根本，球队23轮联赛仅有16个

丢球，是西甲所有球队中防守最好的。

不能在魔鬼主场比赛，对马竞来

说算是个坏消息，毕竟近几年马竞在

欧战主场一直有着相当高的胜率，过

去 29 个欧战主场只输掉 1 场，那场比

赛的对手就是切尔西。此外，西蒙尼

执教马竞以来，4次在欧战淘汰赛当中

面对来自英格兰的球队，最终均能成

功晋级，也被业界称之为西蒙尼定律。

切尔西在迎来新帅图赫尔后，取得

了一波5连胜的梦幻开局，虽然上轮联

赛球队在客场被南安普敦逼平，但这并

不能掩盖德国人接手后球队7场比赛取

得5胜2平的出色战绩，目前25轮战罢，

切尔西以12胜7平6负的战绩暂居积分

榜第5位。在图赫尔的带领下，切尔西

重新找回了自己最擅长的防守反击战

术，近7场比赛仅丢2球打入9球。

在双方此前 7 次交手中，两队各

自取得了 2 场胜利。综合各方数据，

竞彩推荐看好马德里竞技。

周二010 欧冠
马德里竞技VS切尔西

北京时间 2 月 25 日凌晨 4 时，欧

冠八分之一决赛首回合将上演门兴格

拉德巴赫与曼城的比赛。

门兴格拉德巴赫本赛季在德甲联

赛表现一般，目前22轮战罢以8胜9平

5负的成绩暂列积分榜第8位，前半赛

季多线作战的压力，让阵容相对单薄的

门兴有些无力招架，不过进入2021年

后，门兴格拉德巴赫的状态一路走高，

各项赛事曾一度取得 5 胜 2 平的不败

战绩，整体来看，强势的进攻火力是门

兴格拉德巴赫本赛季取得佳绩的保障，

头号射手施廷德尔本赛季表现出色，目

前已有 9 球入账，目前全队一共有 14

名球员收获入球，呈现出多点开花的局

面。不过，相比曼城而言，门兴的得分

能力就稍有些不够看了，而在防守端的

表现也不如对手，本场比赛门兴想在曼

城身上讨到便宜并不容易。

曼城在经过了赛季初的短暂起伏

后，近期的表现趋于稳定，周中在客场

轻松击败伯恩利后，联赛豪取一波 10

连胜，在英超积分榜上重新回到榜首

位置，而随着新援迪亚斯的融入以及

斯通斯的伤愈，以及主帅瓜迪奥拉变

阵双后腰战术，曼城的防线变得固若

金汤，最近 9 轮联赛有 8 场零封对手，

而进攻端赫苏斯、斯特林、福登以及德

布劳内等人多点开花，充实的阵容也

给了瓜迪奥拉较大的调整空间，在近

期赛程密集的情况下，曼城的轮休策

略也能保证球员的体能充沛，本场比

赛面对攻防两端都弱于自己的门兴，

曼城自然不想空手而归。

双方近 4 次交手中，曼城 3 胜 1 平

保持不败，不论是整体实力，还是近期

状态都要明显优于门兴，综合各方面

数据竞彩推荐看好曼城。

周三012 欧冠
门兴格拉德巴赫VS曼彻斯特城
周三012 欧冠
门兴格拉德巴赫VS曼彻斯特城 推荐：负推荐：负

推荐：胜/平

 福 彩 3D    
第 2021043 期 

     中奖号码： 9 3 6 

销售总额 56960342 元 

浙江销售 3074568 元，返奖额 963543 元。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21 年 2 月 22 日 

 

 

 

奖  等 浙江中奖注数 每注奖额(固定) 

直  选 695 1040 元 

组选 3 0 346 元 

组选 6 1379 173 元 

其他投注方式中奖 2176 元 

福彩七乐彩 

第 2021019 期                    总销量 4998254 元                   

中奖号码:基本号 （●）         特别号（★） 

03 11 12 16 17 20 23  08 

 

奖池累计 0 元滚入下期。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21年 2月 22日 

 

 

 

 

奖等 中奖条件 中奖注数 每注金额 

一等奖 ●●●●●●● 1 注 1167102 元/注 

二等奖 ●●●●●●★ 9 注 18525 元/注 

三等奖 ●●●●●● 159 注 2097 元/注 

四等奖 ●●●●●★ 671 注 200 元/注 

五等奖 ●●●●● 4897 注 50 元/注 

六等奖 ●●●●★ 11629 注 10 元/注 

七等奖 ●●●● 57303 注 5 元/注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21043期开奖公告
开奖日期：开奖日期：2021年年2月月22日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本期全国销售金额：13,564,264元元
本期开奖号码：本期开奖号码：0 5 4 0 8

本期中奖情况本期中奖情况

奖级奖级 中奖注数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单注奖金 应派奖金合计应派奖金合计

一等奖一等奖 15注注 100,000元元 1,500,000元元

合计合计 15注注 --- 1,500,000元元

412,645,040.36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1年4月23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开奖日期开奖日期:2021年年2月月22日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本期全国销售金额:268,699,087元元
本期使用第本期使用第1套摇奖球套摇奖球 前区　　　　前区　　　　 后区后区

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第21019期开奖公告

本期出球顺序：本期出球顺序： 12 01 28 13 29　　　　03 04
本期开奖号码：本期开奖号码： 01 12 13 28 29　　　　03 04

本期中奖情况本期中奖情况
奖级奖级 中奖注数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单注奖金 应派奖金合计应派奖金合计

一等一等
奖奖

基本基本 1注注 10,000,000元元 10,000,000元元
追加追加 0注注 --- 0元元

二等二等
奖奖

基本基本 134注注 76,551元元 10,257,834元元
追加追加 75注注 61,240元元 4,593,000元元

三等奖三等奖 173注注 10,000元元 1,730,000元元
四等奖四等奖 747注注 3,000元元 2,241,000元元
五等奖五等奖 15,276注注 300元元 4,582,800元元
六等奖六等奖 23,479注注 200元元 4,695,800元元
七等奖七等奖 28,842注注 100元元 2,884,200元元
八等奖八等奖 711,854注注 15元元 10,677,810元元
九等奖九等奖 7,469,224注注 5元元 37,346,120元元
合计合计 --- --- 89,008,564元元

本期一等奖出自：宁夏(基本1注)。
989,638,019.58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1年4月23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浙江省)第21043期开奖公告
开奖日期：开奖日期：2021年年2月月22日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本期全国销售金额:20,474,822元元,本省本省(区区、、市市)销售金额销售金额:1,583,122元元
本期开奖号码：本期开奖号码：0 5 4

本期中奖情况本期中奖情况

投注方式投注方式 全国中奖注数全国中奖注数 本地中奖注数本地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单注奖金

直选直选 4,766注注 727注注 1,040元元
组选组选3 0注注 0注注 346元元
组选组选6 14,235注注 746注注 173元元

14,423,957.28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1年4月23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东方“6+1” 

第 2021019 期              投注总额 613682 元 
 

                         基本号             生肖码 

中奖号码     7 9 7 4 1 3  龙 
 

奖等 中奖条件 
中奖 

注数 
奖金 

一等奖 基本号和生肖码全部按位相符 0 0 元/注 

二等奖 6 位基本号按位相符 0 0 元/注 

三等奖 
5 位基本号按位相符且生肖码

也相符 
1 10000 元/注 

四等奖 
5 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

位相符 
76 500 元/注  

五等奖 
4 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

位相符 
1133    50 元/注 

六等奖 

3 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

位相符，或 1 位基本号按位相

符且生肖码也相符。 

18220    5 元/注 

未中出奖金 9554.8761 万元滚入下期一等奖。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21 年 2 月 22 日 

 

 

 

 

 

 福彩“15 选 5” 

第 2021043 期             投注总额 600018 元 

 

中奖号码 (无需排序)                    

 

                                                                                                                                             

奖池累计 755312 元滚入下期。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21 年 2 月 22 日 

 

 

 

 

 

 

 

 

 

 

 

 

 

 

 

 

 

 

 

 

 

 

05 07 09 11 12 

4 奖   级 中奖条件 中奖注数 奖   金 

特等奖 中 5 连 4 0 0 元/注 

一等奖 5 个号全中 122 1608元/注 

二等奖 中任意 4个号 5760 10 元/注 

中国体育彩票浙江省20选5第21043期开奖公告
开奖日期：开奖日期：2021年年2月月22日日
本期销售金额：本期销售金额：195,208元元
本期开奖号码：本期开奖号码： 01 03 10 14 15
本期出球顺序：本期出球顺序： 10 14 01 03 15

本期中奖情况本期中奖情况

奖级奖级 本地中奖注数本地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单注奖金

一等奖一等奖 7注注 10,785元元
二等奖二等奖 482注注 50元元
三等奖三等奖 6,659注注 5元元

0.00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1年4月23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文化广场文化广场
咨询电话：85310536

杭州剧院

演出剧目：2021 年浙江省青少年新春
音乐会
演出时间：2021年2月24日19:30
演出票价：80、50元
演出剧团：浙江省青少年交响乐团、浙江省
青少年管乐团

演出剧目：刘思思钢琴独奏音乐会
演出时间：2021年3月28日19：30
演出票价：150、100、50元
演出人员：刘思思

演出剧目：谢欣舞蹈剧场舞剧《一撇一捺》
领衔主演：黎星、谢欣
演出时间：2021年4月17日14：30、19：30
演出票价：580、480、380、280、180元
演出剧团：谢欣舞蹈剧场

2021年2月23日 星期二

 福 彩 3D    
第 2021043 期 

     中奖号码： 9 3 6 

销售总额 56960342 元 

浙江销售 3074568 元，返奖额 963543 元。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21 年 2 月 22 日 

 

 

 

奖  等 浙江中奖注数 每注奖额(固定) 

直  选 695 1040 元 

组选 3 0 346 元 

组选 6 1379 173 元 

其他投注方式中奖 2176 元 

福彩七乐彩 

第 2021019 期                    总销量 4998254 元                   

中奖号码:基本号 （●）         特别号（★） 

03 11 12 16 17 20 23  08 

 

奖池累计 0 元滚入下期。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21年 2月 22日 

 

 

 

 

奖等 中奖条件 中奖注数 每注金额 

一等奖 ●●●●●●● 1 注 1167102 元/注 

二等奖 ●●●●●●★ 9 注 18525 元/注 

三等奖 ●●●●●● 159 注 2097 元/注 

四等奖 ●●●●●★ 671 注 200 元/注 

五等奖 ●●●●● 4897 注 50 元/注 

六等奖 ●●●●★ 11629 注 10 元/注 

七等奖 ●●●● 57303 注 5 元/注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21043期开奖公告
开奖日期：开奖日期：2021年年2月月22日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本期全国销售金额：13,564,264元元
本期开奖号码：本期开奖号码：0 5 4 0 8

本期中奖情况本期中奖情况

奖级奖级 中奖注数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单注奖金 应派奖金合计应派奖金合计

一等奖一等奖 15注注 100,000元元 1,500,000元元

合计合计 15注注 --- 1,500,000元元

412,645,040.36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1年4月23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开奖日期开奖日期:2021年年2月月22日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本期全国销售金额:268,699,087元元
本期使用第本期使用第1套摇奖球套摇奖球 前区　　　　前区　　　　 后区后区

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第21019期开奖公告

本期出球顺序：本期出球顺序： 12 01 28 13 29　　　　03 04
本期开奖号码：本期开奖号码： 01 12 13 28 29　　　　03 04

本期中奖情况本期中奖情况
奖级奖级 中奖注数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单注奖金 应派奖金合计应派奖金合计

一等一等
奖奖

基本基本 1注注 10,000,000元元 10,000,000元元
追加追加 0注注 --- 0元元

二等二等
奖奖

基本基本 134注注 76,551元元 10,257,834元元
追加追加 75注注 61,240元元 4,593,000元元

三等奖三等奖 173注注 10,000元元 1,730,000元元
四等奖四等奖 747注注 3,000元元 2,241,000元元
五等奖五等奖 15,276注注 300元元 4,582,800元元
六等奖六等奖 23,479注注 200元元 4,695,800元元
七等奖七等奖 28,842注注 100元元 2,884,200元元
八等奖八等奖 711,854注注 15元元 10,677,810元元
九等奖九等奖 7,469,224注注 5元元 37,346,120元元
合计合计 --- --- 89,008,564元元

本期一等奖出自：宁夏(基本1注)。
989,638,019.58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1年4月23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浙江省)第21043期开奖公告
开奖日期：开奖日期：2021年年2月月22日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本期全国销售金额:20,474,822元元,本省本省(区区、、市市)销售金额销售金额:1,583,122元元
本期开奖号码：本期开奖号码：0 5 4

本期中奖情况本期中奖情况

投注方式投注方式 全国中奖注数全国中奖注数 本地中奖注数本地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单注奖金

直选直选 4,766注注 727注注 1,040元元
组选组选3 0注注 0注注 346元元
组选组选6 14,235注注 746注注 173元元

14,423,957.28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1年4月23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东方“6+1” 

第 2021019 期              投注总额 613682 元 
 

                         基本号             生肖码 

中奖号码     7 9 7 4 1 3  龙 
 

奖等 中奖条件 
中奖 

注数 
奖金 

一等奖 基本号和生肖码全部按位相符 0 0 元/注 

二等奖 6 位基本号按位相符 0 0 元/注 

三等奖 
5 位基本号按位相符且生肖码

也相符 
1 10000 元/注 

四等奖 
5 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

位相符 
76 500 元/注  

五等奖 
4 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

位相符 
1133    50 元/注 

六等奖 

3 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

位相符，或 1 位基本号按位相

符且生肖码也相符。 

18220    5 元/注 

未中出奖金 9554.8761 万元滚入下期一等奖。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21 年 2 月 22 日 

 

 

 

 

 

 福彩“15 选 5” 

第 2021043 期             投注总额 600018 元 

 

中奖号码 (无需排序)                    

 

                                                                                                                                             

奖池累计 755312 元滚入下期。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21 年 2 月 22 日 

 

 

 

 

 

 

 

 

 

 

 

 

 

 

 

 

 

 

 

 

 

 

05 07 09 11 12 

4 奖   级 中奖条件 中奖注数 奖   金 

特等奖 中 5 连 4 0 0 元/注 

一等奖 5 个号全中 122 1608元/注 

二等奖 中任意 4个号 5760 10 元/注 

中国体育彩票浙江省20选5第21043期开奖公告
开奖日期：开奖日期：2021年年2月月22日日
本期销售金额：本期销售金额：195,208元元
本期开奖号码：本期开奖号码： 01 03 10 14 15
本期出球顺序：本期出球顺序： 10 14 01 03 15

本期中奖情况本期中奖情况

奖级奖级 本地中奖注数本地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单注奖金

一等奖一等奖 7注注 10,785元元
二等奖二等奖 482注注 50元元
三等奖三等奖 6,659注注 5元元

0.00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1年4月23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文化广场文化广场
咨询电话：85310536

杭州剧院

演出剧目：2021 年浙江省青少年新春
音乐会
演出时间：2021年2月24日19:30
演出票价：80、50元
演出剧团：浙江省青少年交响乐团、浙江省
青少年管乐团

演出剧目：刘思思钢琴独奏音乐会
演出时间：2021年3月28日19：30
演出票价：150、100、50元
演出人员：刘思思

演出剧目：谢欣舞蹈剧场舞剧《一撇一捺》
领衔主演：黎星、谢欣
演出时间：2021年4月17日14：30、19：30
演出票价：580、480、380、280、180元
演出剧团：谢欣舞蹈剧场

2021年2月23日 星期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