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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河南销售总额为428498元，
中奖总金额为288036元。

每注金额
3069元

50元
5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5273期
中奖号码

03 04 09 11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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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注

736注
9776注

484注
652注

39注

单注金额
1040元

346元
173元

奖等
单选
组选三
组选六

本期我省 3D 及附加玩法销售总额为
1231332元。

中奖注数
306注

0注
644注

福彩“３D”河南开奖公告2015273期
中奖号码：790

本期全国销售额“排列3”、“排列5”分别为13963064元
和8629960元。

“排列3”、“排列5”第15273期开奖公告
玩法 中奖号码 全国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

排列3
直选
组选3
组选6

8381注
0注

14016注

1040元
346元
173元

10万元排列5 36注

254

25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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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奖注数
1注
0注

27注
5注

428注
173注

17725注
5700注

374570注
117058注

3660002注

单注金额
1000万元

——
282630元
169578元

6200元
3720元

200元
100元

10元
5元
5元

第 15117期
中奖号码：06 17 20 30 33 10 11

本期投注总额为 150716634元,1571949674.89元奖金
滚入下期奖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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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七乐彩”开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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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奖结果

中奖号码

奖等
每注
金额

全省
中奖注数

0注
0注
7注

20注
259注
504注

2889注

16 19 13 11 25 23 01 22

第2015117期

本期本省销售总额为246138元,本省中
奖总金额为58716元。

全国
中奖注数

1注
8注

187注
697注

6876注
14944注
89516注

目前该公司的北斗车载终
端业务，已辐射省内郑州、驻马
店、济源、漯河、鹤壁、许昌、信
阳、濮阳、三门峡、开封、商丘、
周口等地市，并开始向全国各
地延伸；同时该公司研发生产
的北斗导航定位终端产品，也
先后进入少林、宇通等汽车前
装市场，服务范围覆盖全省和
国内部分客运市场。

作为河南省智能交通领域
的“一张名片”，郑州威尔克科

技还曾于2014年荣获中国卫星
导航定位协会“推动产业发展
杰出贡献奖”，并先后被授予

“河南省电子信息行业优秀企
业”和“全国道路运输节能减排
贡献企业”等荣誉称号。郑州
威尔克科技相关负责人称，该
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挂牌后，将继续坚持科技
创新，举旗北斗导航，推动产业
发展，以更加良好的业绩回报
广大投资者。

郑州威尔克科技
在新三板成功挂牌
□记者 魏浩 通讯员 郜明堂

本报讯 9月30日，郑州威尔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郑州
威尔克科技）新三板挂牌敲钟仪式，在北京金融街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举行。

在技术研发、营销渠道上具有较强优势

当天上午，来自河南省和郑
州市的部分领导，以及金融、科
技等行业代表60余人出席了敲
钟仪式。据介绍，郑州威尔克科
技是我省一家专业从事北斗全
球卫星定位应用系统、智能车载
终端产品、车载卫星导航产品、
通讯产品及相关领域电子产品
的研发、生产、销售、运营与服务
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又是郑
州市首家以北斗业务题材挂牌
的科技型企业。业内人士认为，
该公司是省内发展较快的北斗
车载导航企业之一，且在技术研
发及营销渠道上都具有较强的
优势。

北斗全球卫星定位应用系

统，是我国重要的时空和位置
信息基础设施。我国卫星导航
定位产业已进入了一个前所未
有的发展期，成为信息产业中
发展最快的领域，具有广阔的
产业发展前景。2012年以来，
郑州威尔克科技致力于北斗系
统应用与产业化的研究和开
发，其自行设计、自主研发、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威尔克北斗
车载系统，以北斗卫星导航定
位系统为核心，融合移动通信
网络、互联网等多种信息服务
资源，为注册用户提供导航定
位、精确授时、数字报文通信服
务和基于位置的增资信息服
务。

服务范围覆盖全省和国内部分客运市场

非限购城市首套房首付降至25%
业内人士：河南没有一个城市限购 三类人直接受益

□记者 王磊 文 白周峰 摄影

核心提示 | 被称为扼住楼市咽喉的信贷政策，正在悄然变化。节前，央行与银监会发布通
知，在不实施“限购”措施的城市，对居民家庭首次购买普通住房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
付款比例调整为不低于25%。而此前这一最低比例为30%。

记者从我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获悉，河南没有一个城市限购。业内人士分析，三类人将直
接受益，一套百万房产首付可以少掏5万元左右。

节前，央行和银监会下发
《关于进一步完善差别化住房信
贷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引发
楼市关注。

根据该通知，在不实施“限
购”措施的城市，对居民家庭首
次购买普通住房的商业性个人
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调整
为不低于25%。

国庆长假期间，记者走访郑
州楼市，发现虽然该政策还未实
施，但是不少楼盘已经率先打出

“首付25%”的广告招徕顾客，不
少购房者表示这个政策将促使
他们出手购房。

记者从省住房和城乡建设
厅获悉，河南没有一个城市限
购。这意味着，河南的城市都属
于不限购城市。按照新政，这些
城市“对居民家庭首次购买普通
住房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
低首付款比例调整为不低于
25%”。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刘社

说，郑州房价均价在9000元/平
米左右，一套价值100万的房子，
如果执行“最低首付25%”的政
策，可以少掏5万元左右首付。

业内人士分析，从新政来
看，居民必须是首次购房，因此
改善型需求家庭不能享受这个
政策；另外，居民必须买的是普
通住房，即面积在 144平米以
下。因此，外来务工人员、刚毕
业大学生、其他名下无房者是直
接受益人群。

一套百万房产的首付 可以少掏5万元

这个新政何时执行？很多
人特别关心。河南省商业与经
济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宋
向清说，根据《通知》，人民银行、
银监会各派出机构应按照“分类
指导，因地施策”的原则，加强与
地方政府的沟通，根据辖内不同
城市情况，在国家统一信贷政策

的基础上，指导各省级市场利率
定价自律机制结合当地实际情
况自主确定辖内商业性个人住
房贷款的最低首付款比例。换
句话说，各地将陆续根据各自情
况执行该政策。

业内人士称，信贷是楼市的
血液。8月下旬，央行实施“双

降”，商业贷款利息降到历史的
低点，降低购房成本。这次新政
降低最低首付，将促使很多人进
入楼市。据该人士分析，政策发
布后，已经刺激“十一”黄金周的
楼市交易。四季度，开发商会通
过各种渠道刺激销售，楼市或将
迎来优惠潮。

各地将陆续执行新政 四季度买房或更优惠

优势

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