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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报广告中心服务点：
1.黄河路与姚寨路交叉口东南角天一大厦1层132-5 65833911 65835001
2.郑州市城东路顺河路口南20米路东 66369622 66302345
3.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65796171 65796172
4.中原路与大学路交会处向北50米路东（大学路40号） 67947825 67425030
5.信息营业部郑州市花园路66号 65970450 65970445
6.郑州市西大街121号（西大街与北顺城街交叉口向东200米路北） 66203083 66203087

本期河南销售总额为494232元，
中奖总金额为28494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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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风采”２２选５开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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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河南 3D 及附加玩法销售额为
139956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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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３D”河南开奖公告2014285期

中奖号码：139

本期全国销售额“排列3”、“排列5”分别为14881114元
和8825160元。

“排列3”、“排列5”第14285期开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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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七乐彩”开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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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全省销售额为231898元，全省中奖总金额
为56015元。

联网销售超级大乐透开奖公告

奖 级
一等奖

一等奖（追加）
二等奖

二等奖（追加）
三等奖

三等奖（追加）
四等奖

四等奖（追加）
五等奖

五等奖（追加）
六等奖

全国中奖注数
3注
1注

34注
6注

738注
263注

29168注
9944注

522876注
173798注

5183090注

单注金额
9784550元
5870730元

249870元
149922元

4078元
2446元

200元
100元

10元
5元
5元

第 14123期
中奖号码：01 09 12 22 25 02 09

本期投注总额为185788357元,926243050.37元
奖金滚入下期一等奖奖池。

大河财富论坛一个月倒计时开启
百位豫企领袖、千名创业新军将共赴财富盛会

□记者 赵黎昀

核心提示 | 这是中西部地区最具影响力的顶级财经论坛，这是中原商界中坚力量群体发声的年度大会，
这是主流媒体历经十年积淀精心烹制的财富盛宴。2014年11月21日~22日，第十届大河财富（中国）
论坛将在郑州重磅呈现。记者从大会秘书处了解到，本次大会不仅云集了超百位豫企领袖，还将汇聚中
原地区千名创业新军。大会首次系统导入互联网议题，聚焦新锐思想，“豫见”新疆域。

十年，中国经济经历过高
歌猛进，也遭遇过风雨侵袭。
十年，豫籍企业尝到了经济飞
速发展的甜头，也承受了互联
网新势力的冲击。十年，大河
财富（中国）论坛见证了河南经
济的腾飞，更陪伴着本土企业
家踏过泥泞获得成长。

2014年，我们正在经历怎
样的时代变革？什么又是新一
轮经济大潮中的“新常态”？第
十届大河财富（中国）论坛，将
带您“豫见”智者，把脉新中原
成长律动。

记者了解到，本届论坛主
题为“新常态、新商境、新征

途”，由河南日报报业集团、长
江商学院主办，大河报社、大河
企业家俱乐部承办。即日起本
届财富论坛已步入一个月倒计
时，将于2014年11月21日（周
五）在有“大玉米”之称的郑州
绿地JW万豪酒店正式拉开大
幕。

再过一月 财富论坛十年积淀华丽呈现

大河财富（中国）论坛多年
来汇聚了国内众多政经名士，
更云集了中原商界领袖级企业
家，第十届大会又将以怎样的
嘉宾规模呈现？

大会秘书处相关负责人透
露，如今，包括双汇集团董事长
万隆、三全食品创始人陈泽民、
宇通客车董事长汤玉祥、建业
住宅董事局主席胡葆森、天伦
集团董事长张瀛岑、辅仁药业

集团董事长朱文臣、思念食品
董事长李伟、三全食品董事长
陈楠、牧原股份董事长秦英
林、雏鹰农牧董事长侯建芳、宛
西制药董事长孙耀志、金星啤
酒集团董事长张铁山、中原证
券董事长菅明军等上百位中坚
豫企领袖已确认出席本届论
坛。

除了高大上的商界翘楚，
本届论坛上也将云集上千位草

根创业新军。记者了解到，第
十届财富论坛将首次系统导入
互联网议题，并将关注触角伸
向多个新兴热点领域。而作为
未来经济发展的希望，创业群
体也将首次集体亮相财富论
坛，通过与到场嘉宾面对面互
动，真正运用大会平台产生实
效，激发创业新思维、谋求合作
促共赢。

群贤毕至 百位豫企领袖千名创业新军赴会

第十届财富论坛，不仅有
对传统经济的关注，也将对新
兴互联网势力全面解析；不仅
要探究中国经济中速发展现状
下传统企业生存之道，也会助
力活跃在各个领域的创业群体
实现弯道超车。在本次大会
上，老轨道将“豫见”新常态，创
业派将“私会”投资客，传统企
业将“碰撞”互联网思维。

论坛秘书处负责人介绍，
本届财富论坛除将对房地产弱
市求生，食品业强势回归等传

统领域新一年的发展趋势进行
剖析外，还将首次把互联网议
题作为重头戏，在11月21日特
别呈现主题为“豫见未来·互联
新疆域”的互联网大会，深论互
联网金融、解析资本如何融入
科技创新、晒出自媒体大V的
创业心得，更特设“私享会”，让
创业派、互联网爱好者能真正
与心仪的他互动交流。

记者了解到，本届论坛已
设置十多场平行论坛和十余场
主题演讲环节。大会联合主办

方——作为国内顶级商学院的
长江商学院，将首次把长江私
董会模式引入中原，深挖领袖
级企业家的真知灼见，重新标
注本土顶级私董会样本。

此外，为庆祝大河财富（中
国）论坛十周岁，本届年会还特
设“中原十年商业脸谱”评选。
在河南经济高速发展的十年
间，用来自十个行业的十张最
具代表性的人物脸孔，致敬过
往为中原商业进化做出卓越贡
献的经济人物。

两日会议 商界老轨道“豫见”新常态

据新华社电 根据中国人
民银行部署，10月底前全国
POS机将关闭芯片银行卡降
级交易，芯片卡支付将告别刷
卡，迎来插卡时代。从明年开
始，经济发达地区新发行以人
民币结算的银行卡应为芯片
卡，磁条卡将逐步停发。

作为磁条卡的升级，芯片
银行卡不仅在安全性上有很
大提升，而且具有更便捷丰富
的功能。央行从2011年开始
推广芯片卡。

目前，我国芯片银行卡
绝大多数同时还带有磁条支
付功能。央行有关负责人表
示，由于收银员长期养成的
磁条卡刷卡使用习惯，芯片
银行卡在受理中仍然存在降
级使用磁条的情况，使其安
全优势尚未得到充分发挥。

为提升银行卡安全交易水
平，要逐步关闭这种降级交
易。此前，全国ATM机已在
8月底完成了关闭芯片银行
卡降级交易。

央行明确要求，下一步，
各家商业银行要在12月底前
完成改造，关闭其他线下渠道
终端上的此类降级交易。
2015年起在经济发达地区及
重点行业领域新发行的、以人
民币为结算账户的银行卡应
为芯片卡。

原有磁条卡仍可正常使
用。央行有关负责人特别指
出，在经济不发达地区仍然允
许磁条卡发行。对存量巨大
的磁条卡，将采取自然淘汰的
方式，逐步引导商业银行开展
磁条卡更换芯片卡工作，不会
影响磁条卡的使用。

明年起磁条卡逐步停发
插芯片卡消费将渐成主流

据新华社电 出租车是在
城市出行中不可或缺的一种交
通工具。今后，当出租车车辆
经营权到期后，经营者要想继
续从事经营的，必须达到规定
的服务质量信誉考核等级。达
不到信誉考核等级的，车辆经
营权将被收回。

交通运输部20日向社会
公布了《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
理规定》。规定对出租车行业
的经营许可、运营服务、监督管
理等方面做出具体规定。

规定明确，出租汽车的车
辆经营权实行期限制，鼓励通

过服务质量招投标方式配置，
并建立了市场退出机制，将经
营权到期后能否继续经营与服
务质量信誉考核结果进行挂
钩，体现优胜劣汰导向。

在加强市场监管方面规定
加大了力度。针对“黑车”非法
运营严重扰乱市场秩序、损害
经营者合法权益等突出问题，
规定要求加强出租汽车经营行
为监督检查，会同有关部门纠
正、制止非法从事出租汽车经
营和其他违法行为，维护出租
汽车市场秩序，并明确了相应
的法律责任。

出租汽车信誉考核不达标
经营权将被收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