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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俊婚恋交友服务公司
宋姐义乌本地人，实名登记免费报名
未男上班26 28 30 32 36，正式工26 29 30 31 32 34 35 37
经商25 28 30 33 37 38 39 44，未女上班25 26 28 30 31 34
36 37 38，正式工28 29 31 32 34 35 36，经商24 29 31 32
33 35，女离上班41 42 46 49 56 61,公务员36 38 44 56 61
丧偶女49 51 53 57 59 60,男离经商44 46 51 54 59 65 66
上班41 42 43 58,丧偶男50 58 64 65 66 67短婚43 45 47
二店长春三街66号后面上三楼
电话/微信85283376、13958418788
贝村路238号三楼(菜市斜对面)
电话 /微信 1 5 8 5 7 9 3 8 6 8 7

地址：义乌广电大楼一楼服务大厅（江东东路33号） 温馨提示：本栏目信息仅供参考

广 告 发 布
服 务 热 线 85381058 85381069

义乌鹊桥高端老品牌婚介
鹊桥婚介：庆祝2020年“元旦”
大型相亲晚会于元旦1日晚6点在
颐和大酒店三楼文澜阁举行(地址
义乌工人路2号)参加人数200人
报满即止！报名火热中—两位著名
节目主持人现场男女配对及互动/有
舞台、投影音箱卡拉OK欢迎新老
会员、非会员可邀单身朋友前来参加！

100%真实近期单身会员！招女助理一

QQ：787485718 www.ywqueqiao.com
工人北路187号(三挺路夜市口正对面)

离婚人微信13306893610电85533117
未婚人微信18757672290电85533227

男离66岁1 .70单位退休有存款有房车稳重
男离60岁1 .68厨师单身无牵挂想来女方家
男离55岁1 .72本科单位领导省内外多房产
男离54岁1 .75高中办厂兼多项目市区房产
男离49岁1 .72有摊批发无牵挂市有房车帅
男离44岁1 .75本科福田外贸收入丰多房产
女离58岁1 .62开公司市有房寻适合男上门
女丧52岁1 .58工厂技工改造新房寻男上门
女离51岁1 .62大专单位退休市有房产气质
女离31岁1 .60大专经商单身无牵挂条件优
女离33岁1 .58中专市场销售单身无牵挂靓
女离36岁1 .63本科私企管理待遇优条件优
男未30岁1 .80大专经商销售收入丰厚阳光
男未28岁1 .80本科独子开公司城乡多房产
男未27岁1 .75大专市区开店条件优事业型
男未27岁1 .80大专独子教育管理市区房产
女未25岁1 .68本科独女全家经商家产丰厚
女未26岁1 .62本科公司高管父母办厂漂亮
女未27岁1 .60大专市区开店收入丰厚能干
女未28岁1 .61大专市场批发家境优事业型

二十年婚姻牵线
成就幸福美满姻缘

云集经商办厂公务员教师等精英
第113期精英会员推荐
女未94年165本科小学语文教师聪慧气质
女未94年165本科英语教师气质优雅房车
女未93年156本科高中义中英语教师房车
女未92年160本科音乐教师美丽大方房车
男未93年170本科经商阳光帅气家境优越
男未94年174本科福田经商阳光家境优越
男未92年174大学经商办厂家境优越房车
男未90年174本科经商外贸积极上进房车
女离87年160本科公务员气质优雅有房车
女离87年163本科正式教师青春靓丽房车
女离81年163本科正式教师知书达理气质
女离82年162本科国企单位家境殷实房车
男离83年180本科公务员积极上进有房车
男离78年172本科公务员家境优越有房车
男离79年179本科公务员阳光英俊有房车
男离82年172本科企业干部才华家境优越

未婚人士微信：15857918189
离异人士微信：18205793267
稠州中路153号2楼篁园市场4号对面

热线：85144818www.ywxxf.com

资深红娘及婚姻家庭咨询师、婚介师
张 姐 为 你 真 诚 服 务

城区出租
北苑一楼660㎡ 13705792065

北苑5000㎡仓库出租13516928905

北苑一楼仓库300㎡13606892519

北苑机场路标准厂房出租15397508533

低田三楼厂房1500㎡13588682607

城西工业区厂房2400㎡13175401777

经发大道厂1100㎡13738992611

机场路厂房3楼2600㎡1楼360㎡
另有办公楼宿舍租13738900868

北苑三凯路6-1一幢5层一楼
店面4间共865㎡，另付村5楼
仓库1850㎡1 3 8 5 7 9 8 3 8 8 8

义东出租
青口2楼500㎡3楼1000㎡店面2间18857981758

廿三里工业区厂房1800㎡13957957688
廿三里园区2200㎡厂宿13566719501
廿三里工业区1楼300㎡仓13588687885
廿三里埠头1-3层390㎡13906890632
廿三里一楼厂房940㎡租15382474712
廿三里饰品园一楼厂房500㎡商服
200㎡400㎡15157958989 18367985050

义西出租
上溪厂房3楼2200㎡宿800㎡13867910337
上溪厂房2400㎡宿舍600㎡18867942079
城西1楼6米高1100㎡15381763193
金东区曹宅桥西厂房出租1200㎡
水电齐电 1 3 9 5 7 9 8 2 9 8 3 朱

义南出租
佛堂工业区一楼1270㎡13606898956
佛堂义南工业区厂1100㎡13605823305
整栋6层厂房3000㎡13705793230

义北出租
大陈仓库2层共2000㎡13506898877

东阳出租
东阳华店厂房每层1800㎡13606897149

转 让
江南2间垂直楼出售13705795967
占地15亩，建筑面积28153㎡，位
置好，房租高，15356926539

遗 失
●浙江义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银海支行持有的浙江

省代收罚没专用票据第三联破

损，票据代码：13201，票据号码：

1516453650，声明作废。

●义乌市盛昌企业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声明

作废。

●毛应萍遗失坐落于佛堂镇人

民巷16号的房产证一本，权证号

码：义乌国用(1990)第721号，声

明作废。

●我公司杭州中航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遗失由义乌市投资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开具的，关于宗泽
路——— 环城北路管廊工程的履
约 保 函 收 条 一 份 ，编 号 ：
097C612201700013，保证金额
17023926 .5元，声明作废。
●于玉洁遗失义乌市公安局
交 通警察大队北苑中队开具
的 道 路 交 通 事 故 认 定 书 一
份 ， 认 定 书 编 号 ：
3307825201900000029228，声明
作废。

●义乌鸿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一枚，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33072557398502X，声明
作废。

招聘公告
位于义乌市义亭镇镇前街的五

亭雅苑，由于需要面向社会公开招
聘物业公司。
项目主体：四幢小高层楼、总面积
72914 . 55㎡，共274户。对外招聘专
业的物业公司，入驻小区服务。

五亭雅苑业主热情期待，有意
愿的物业公司前来咨询报名。
报名地址：义亭五亭雅苑业主委员会
报名电话：1306469125(程) 15336915399(吴)

五亭雅苑业主委员会
2019年12月30日

征婚
男，义乌人，29岁，身高

1 . 73米，留学归国，福田市
场有商位、城区有房，现从
事电商行业，有事业心。欲
觅一位义乌姑娘，年龄24—
28岁，身高1 .6—1 .68米，大
学文化以上，善良、素质好，
能力强。
联系电话：18042567758

何大姐专线：17769928678(微信)
何大姐婚介网：www.hedajie.com
公司专线：85225556 85225505
西城路541号（副食品市场西大门）

未女24岁166本科独女目前与父母一起经商家中房产多
未女25岁163大专与父母一起经商办厂家庭条件极富有
未女27岁160本科与父母一起经商家中市区别墅条件优
未女27岁167本科自主创业电商收入佳父母经商办厂靓
未女26岁160本科美国留学开公司别墅店面房套房摊位多
未女27岁160本科法国留学自主创业电商家中厂房别墅等
未女28岁165硕士义中与父母一起经商办厂家中房产多处
未女28岁165本科美国留学与父母一起经商办厂非常富有
未女29岁160硕士现与朋友一起办电商公司父母办公司美
未男24岁181本科美国留学与父母经商办厂家庭条件极优
未男25岁176本科重点大学与父母一起经商工艺品帅气
未男26岁178本科自办公司跨境电商家中父母经商办厂
未男27岁177硕士英国留学自主创业经商办厂收入丰厚
未男27岁170硕士新加坡留学与父母一起经商办厂优越
未男29岁175本科独子自主创业福田经商厂房二十亩等
未男29岁177本科与父母一起经商办厂商界富豪条件优越
未男29岁182本科英国留学独子一起经营建材家庭条件优
未男32岁172本科独子与父母一起经商办厂帅气房产多

经商人士专场2003期推荐详情请咨询

G91025未婚94年175本科经商开朗随和多处房产
G90915未婚72年174本科律师平和冷静做事认真仔细
G91021未婚84年175大专电商开朗阳光帅气稳重
G91027未婚93年173本科公务员聪明能干多处房产
G91029未婚92年170本科高级工温和阳光随和稳重
M90902未婚92年162大专会计开朗稳重真诚大方
M90908未婚91年160硕士教师聪明漂亮积极向上
M90910未婚91年163本科教师开朗活泼漂亮大方
M90912未婚95年160本科医生文静随和聪明可爱
M90916未婚88年165大专经商美丽大方开朗活泼

注：G代表男生 M代表女生
婚恋热线：85534818 85534828
玫瑰园官网：www.ywrose.com
二店：市民广场地下商场入口处

(公共电影角旁)
总店：城中西路216号2楼后门上

(假日酒店后面)

精英婚恋会所

鹏诚房产买卖 房产装修设计 13248800812
义亭厂房15亩20000平4300万租金420万 北下朱3间686平980万租金40万
宾王拉链街2间400平590万租金17万 城中北路3间897平1370万租金48万
国际商贸城一区对面2间485万租金19万 江滨中路一间260平460万租金10万
北苑凯吉路12间1908平1050万租金70万 商贸区8间2300平4500万租金180万

美家房产15925917351黄
大陈金山路店面135平135万租5万
大都置业店面1间3层103平 租6万190万
国际村排屋4层半带大花园200平1080万边套
化工路店面垂直房3间530平租35万1160万

2020年1月7日：(1)因电杆移位等工作，青口变10kV
新兴Y72C线-观音塘支线1#杆开关及闸刀后段于8:00-
12:00时停电。停电范围：江东街道-观音塘村、阳光大道
路灯(观音塘村段)等一带用户。(2)因更换导线等工作，长
岛变10kV东岗952线-东岗山4#变分支支线跌落式熔断
器后段于8:00-17:00时停电。停电范围：福田街道(东岗
山村)等一带用户。(3)因导线拆除等工作，佛堂变10kV杨
宅Y411线-稽亭新2#变分支跌落式熔断器后段于8:00-
16:00时停电。停电范围：佛堂镇-稽亭村(佛画路、佛堂大
道)等一带用户。

停电给您工作与生活带来诸多不便，敬请谅解。咨询
电话：0579-85518551

义乌市人民政府三电办公室
二○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

简要说明：余氯指水中消毒剂余量，浊度指水的浑浊
程度，PH值指水的酸碱性。

以我媒体
扬您美名

停 电 预 告 义乌市主城区水质监测周报
(2019)第53期

监测时间：12月23日—12月29日 上午10:00 义乌市卫生监督所

监测项目
监测时间 余氯(mg/L) 浊度(NTU) PH

周一 0.36 0 .041 7 .09
周二 0.38 0 .047 7 .13
周三 0.34 0 .041 7 .12
周四 0.38 0 .040 7 .10
周五 0.36 0 .040 7 .06
周六 0.26 0 .038 7 .15
周日 0.26 0 .038 7 .16

项目正常值 ≥0.05 ≤1 6 .5~8 .5

以下彩票公告最终以彩票中心现场发布的为准

奖 等 浙江中奖
注数

每注奖额
(固定)

直 选 2647 1040元

组选3 0 346元

组选6 4291 173元

其他投注方式中奖13355元

福彩3D
第2019350期 中奖号码：

销售总额54045920元

2 9 0

浙江销售3274770元，返奖额3508578元。

中国体育彩票浙江省20选5第19350期开奖信息

开奖日期：2019年12月30日
本期销售金额：151178元
本期开奖号码：02 03 05 13 19
本期出球顺序：02 13 19 03 05

本期中奖情况

奖级 本地中奖注数（注） 单注奖金（元）

一等奖 2 11693

二等奖 411 50

三等奖 6028 5

0 . 00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本期兑奖截止日
为2020年2月28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福彩15选5
第2019350期 投注总额884714元

中奖号码(无需排序) 02 05 08 11 14

奖 级 中奖条件 中奖注数 奖 金

特等奖 中5连4 0 0元

一等奖 5个号全中 402 701元/注

二等奖 中任意4个号 9380 10元/注

奖池累计351 . 6690万元滚入下期。

奖等 中奖条件 中奖注数 奖金

一等奖●●●●●●● 0注 0元

二等奖●●●●●●★ 10注 18911元/注

三等奖●●●●●● 234注 1616元/注

四等奖●●●●●★ 515注 200元/注

五等奖●●●●● 7260注 50元/注

六等奖●●●●★ 9638注 10元/注

七等奖●●●● 79703注 5元/注

第2019150期 总销量5820486元

中奖号码：基本号(●) 特别号(★)

02

福彩七乐彩

03 09 13 15 20 26 28

奖池累计1323800元滚入下期。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9350期开奖信息
开奖日期：2019年12月30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11467910元
本期开奖号码：8 1 8 1 0

本期中奖情况

389941140 . 26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0年2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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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0期开奖信息
开奖日期：2019年12月30日
本期浙江销售金额：1552554元
本期开奖号码：8 1 8

本期中奖情况

投注方式中奖注数（注）单注奖金（元）应派奖金合计（元）
直选 596 1040 619840
组选3 558 346 193068
组选6 0 173 0

合计 1154 / 812908

17298681 . 32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本期兑奖截止日为
2020年2月28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奖级 中奖注数（注）单注奖金（元）应派奖金合计（元）

一等奖 81 100000 8100000

合计 81 / 8100000

简要说明：当日我市城区空气质量状况为良，
空气污染指数AQI为90，首要污染物为二氧化氮。
空气质量可以接受，但某些污染物可能对极少数异
常敏感人群健康有较弱影响。

站点
名称

空气污染
指数AQI

空气质量
级 别

空气质量
状 况

首要
污染物

江东 94 Ⅱ 良 二氧化氮

北苑 90 Ⅱ 良 可吸入颗粒物

义乌市城市环境空气质量日报
(20199)第364期

义乌市环境保护监测站 12月30日

开奖日期：2019年12月30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296427458元
前区

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第19150期开奖信息

1347226023 . 61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0年2月21
日，逾期作弃奖处理。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后区

本期中奖情况

本期出球顺序：16 07 11 12 33
本期开奖号码：07 11 12 16 33

07 05
05 07

奖级 中奖注数（注）单注奖金（元）应派奖金合计（元）

一等奖
基本 19 6819667 129573673
追加 0 0 0

二等奖
基本 115 114036 13114140
追加 23 91228 2098244

三等奖 165 10000 1650000
四等奖 923 3000 2769000
五等奖 20334 300 6100200
六等奖 27943 200 5588600
七等奖 36493 100 3649300
八等奖 885466 15 13281990
九等奖 8612600 5 43063000
合计 / / 2208881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