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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河南销售总额为429890元，
中奖总金额为129029元。

每注金额
0元

50元
5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5131期
中奖号码

05 06 15 17 22
奖等
头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好运二
好运三
好运四

“中原风采”２２选５开奖公告

中奖注数
0注

399注
6766注

262注
250注

21注

福彩“七乐彩”开奖公告

中奖结果

中奖号码

1437300元
34221元
1451元
200元
50元
10元
5元

一等奖（7＋0）
二等奖（6＋1）
三等奖（6＋0）
四等奖（5＋1）
五等奖（5＋0）
六等奖（4＋1）
七等奖（4＋0）

奖等
每注
金额

全省
中奖注数

0注
0注
5注

29注
247注
433注

2791注

24 19 26 8 5 30 28 25

第2015056期

本期全省销售额为206734元，全省中奖总金额
为4369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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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河南 3D 及附加玩法销售额为
13776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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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３D”河南开奖公告2015131期

中奖号码：471

本期全国销售额“排列3”、“排列5”分别为14164060元
和8444100元。

“排列3”、“排列5”第15131期开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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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投注总额为 175035185 元,1203143440.15
元奖金滚入下期一等奖奖池。

新华社电 记者18日从财
政部了解到，财政部、国家税务
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发布
通知显示，我国将对使用新能源
车船免征车船税；此外，对节约
能源车船也将减半征收车船税。

根据三部门联合发布的《关
于节约能源 使用新能源车船车
船税优惠政策的通知》，我国将
对使用新能源车船免征车船
税。免征车船税的使用新能源
汽车包括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
（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
电池商用车。纯电动乘用车和

燃料电池乘用车不属于车船税
征税范围，对其不征车船税。免
征车船税的使用新能源船舶的
标准将另行制定。通知称，将对
节约能源车船减半征收车船税。

财政部、国税总局、工信部
将不定期联合发布《享受车船税
减免优惠的节约能源 使用新能
源汽车车型目录》，对符合标准
的节约能源乘用车、商用车以及
使用新能源汽车予以公告。

通知进一步明确，在通知发
布后，列入《目录》的节约能源、
使用新能源汽车，自《目录》公告

之日起，按《目录》和通知相关规
定享受车船税减免优惠政策。
在《目录》公告后取得的节约能
源、使用新能源汽车，属于第一
批、第二批《节约能源 使用新能
源车辆减免车船税的车型目
录》，但未列入《目录》的，不得享
受相关优惠政策。在《目录》公
告前，已取得的列入第一批、第
二批《节约能源 使用新能源车
辆减免车船税的车型目录》的节
约能源、使用新能源汽车，不论
是否转让，可继续享受车船税减
免优惠政策。

新华社上海5月18日电 18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5年4
月份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显示，4月份一线城市
房价全面反弹，70个大中城市房价环比上涨的个数继续增加，楼
市回暖明显。与此同时，由于各城市去化周期长短不一，楼市行情
分化依旧。业内人士分析认为，随着利好政策的不断释放，房价或
现“慢牛”走势。

一线城市
房价全面上涨

一年来首次——

纯电动汽车,今后免征车船税！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与
上月相比，70个大中城市中，价
格下降的城市有48个，上涨的
有18个，持平的有4个。环比
价格变动中，最高为深圳，房价
涨幅为1.8%，最低为广东惠州
下降0.7%。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
计师刘建伟解读称，3月底楼市
新政策出台和传统销售旺季等
多重因素叠加影响下，4月份
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成
交继续回升，部分城市房价环
比略有上涨。新建商品住宅和
二手住宅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
分别有18个和28个，分别比上
月增加了6个和16个；持平和
下降的城市个数均有所减少。
初步测算，4月份70个大中城

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综合
平均上涨0.3%。

值得注意的是，自去年5月
以来，一线城市房价首次出现
全面上涨。深圳房价自2014
年12月实现反弹后，已经连续
5个月领涨全国；北京继3月止
跌反弹后，4月房价环比上涨
0.8%；上海则在3月房价持平
的基础上，上涨0.7%；广州更是
在4月实现逆转上涨0.4%。

自“330新政策”出台之后，
一线楼市的供求关系和市场预
期均发生了微妙变化。据上海
搜房网调查显示，近七成受访
者感觉到了楼市变化，如买房
的人多了、房价涨了等。逾六
成受访者打算在今年出手，其
中不少人将在3个月内购房。

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发布研
报指出，二季度市场成交量将
继续上升，70城房价或在5月
份完成止跌反弹态势。

根据易居研究院的库存报
告，4月份一线城市去库存周期
为11.6个月，已连续4个月出
现去库存周期低于12个月水
平，这反映了一线城市去库存
压力得到有效释放；二、三线城
市的库存水平跌幅则与3月份
持平，预计随着后续去化周期

的持续收窄，房价也有望步入
止跌反弹的通道中。

克而瑞信息集团董事长丁
祖昱预计，一线城市2015年基
本可以保证稳定回升；二线城
市也将延续2014年的走势，仍
然会分化严重，如合肥、武汉、
郑州、南京、厦门等热点城市将
继续保持上涨势头，部分城市
如大连、宁波、沈阳、长春、西
安、长沙、成都、昆明则压力巨
大；三四线城市则不容乐观。

尽管一线城市楼市出现全
面回暖，但城市间分化仍然明
显，房价上涨主要集中在一线
城市和少数二线城市。

刘建伟指出，4月份绝大部
分三线城市房价仍然下降。据
测算，4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
住宅价格环比平均上涨 1%，
二、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
格环比分别下降0.1%和0.3%。

中原地产首席研究员张大
伟表示，“330新政策”对不同城
市的影响差别显著，市场供求
基本面堪忧的三四线城市对政

策反应比较冷淡。“三四线城市
多面临天量库存，再加上经济
发展不均衡、公共资源不均衡、
产业布局不均衡、人口不均衡
以及政策作用不均衡等影响，
去化压力巨大。”

即便是二线城市分化也非
常明显。世联行的成交数据显
示，北上广深领涨、涨幅远高于
平均水平；二线城市中的佛山、
东莞、惠州、合肥涨幅接近
30%；天津、南昌、厦门、济南涨
幅约为15%；而成都、长沙、中
山等城市呈现负增长。

郑州机场第五航权国际货运航线首航

郑州货运“环球飞”
核心提示 | 机会总是垂青有准备的头脑。两年前，河南省提出的“适时开放第五航权 ”的想
法，如今，梦想终于照进现实。昨日，郑州新郑国际机场第一条拥有第五航权的国际货运航线，
郑州—卢森堡—芝加哥，成功首航。从此，一线串起欧、亚、美三洲，郑州机场全球货运枢纽地
位更加凸显。

第五航权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航空公司在经营某条国际航线的同时，在中途获得第三国的
许可，允许它中途经停，并且上下旅客和装卸货物，是极具经济意义的航权。

目前，我国各地开通的第五航权仅限于货运，开通城市有北京、上海、广州、天津、南京、烟台、
武汉、厦门、海口、银川、郑州。

卢森堡国际货运航空公司
（以下简称卢货航）是由河南航
投参股的公司，其执飞的“郑州
号”全货机，每天往返于郑州与
卢森堡的上空。从昨天起，“郑
州号”开始飞得更远。与以前往
返于“郑州—卢森堡”两地的航
程不同，这一次，它抵达郑州机
场，并在机场完成货物装卸后，

将直飞美国第一大航空货运物
流枢纽芝加哥，开启它的欧亚美
环球飞之旅。

据卢货航负责人介绍，该公
司是郑州机场第一家拥有第五
航权的外航公司，今后可以从
卢森堡装货，在郑州机场经停，
卸货装货，再到芝加哥机场，回
程从芝加哥飞到郑州机场，也

可以装货、卸货，再飞回到卢森
堡。

“在中国，外航很难获得第
五航权。”卢货航有关负责人表
示，目前从卢森堡飞到郑州，一
天一班，很快将加密到一天三
班，未来2-5年，这条拥有第五
航权的航线可以增加至一周三
班。

70城市新房价环比上涨

绝大部分三线城市房价仍下降

70城市房价或在5月止跌反弹

截至目前，郑州机场已开通
22条全货运航线。“卢—郑—
芝”航线与以往串飞欧美的航线
有何不同？“新航线不仅将欧、
亚、美三洲的腹地区域一线贯
通，更着重突出了郑州机场的
中心位置，对郑州机场打造全
球航空枢纽将发挥重要作用,
使我省成联通欧美的重要节
点。”河南航投相关负责人介绍
说，“该货运航线对于促进一个
地区的产业升级等具有重要意

义。”这将为富士康等大型企业
的国际货物快速分流服务提供
更为高效的物流网络和运载平
台。

据悉，新航线与卢货航现
有航线网络无缝对接，完美构
成了‘环球飞’的循环网络，无
论是承运人还是机场，都可以
最大限度利用航班和时刻提高
收益。

根据河南航投与卢货航的
业务规划，今年6月份，卢货航

意大利公司计划开通“米兰—郑
州”的国际货运航线。届时，卢
货航有望在郑州机场成为班次
最多、吞吐量最大的货运航空公
司。

此外，卢森堡货航相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希望能获得中国政
府颁发的更多航权，比如第八航
权（国内运输权），这样，卢森堡
货航就可以在中国国内多个城
市进行串飞，对中国国内的货运
航线网络有效整合。

河南首条第五航权国际货运航线起航

郑州成联通欧美重要节点

□记者 刘江浩

解读：“第五航权”是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