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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3日，体彩大乐透第
20014期开奖，前区开出号码

“03、07、09、17、21”，后区开出
号码“03、06”。当期以2.03亿
元的全国发行量，为社会筹集
彩票公益金7322万元。

当期全国共开出4注一等
奖。其中，1注为1567万元（含
696万元追加奖金）追加投注
一等奖，落于天津；3注为870
万元基本投注一等奖，分落河
南、贵州、甘肃。

数据显示，河南中出的
870万元基本投注一等奖出自

安阳，中奖彩票是一张10元5
注单式票。

天津中出的1567万元追
加投注一等奖出自塘沽，中奖
彩票是一张“前区4胆31拖+
后区2拖”的胆拖追加票，单票
擒奖1576万元。

贵州中出的870万元基本
投注一等奖出自铜仁，中奖彩
票是一张10元5注单式票。

甘肃中出的870万元基本
投注一等奖出自临夏，中奖彩
票是一张6+3组合复式票，单
票中奖金额881万元。

对比可见，由于采用了追
加投注，来自天津的幸运儿，单
注一等奖要多拿696万元追加
奖金，从而使得单注一等奖总
奖金达到了1567万元。

二等奖中出149注，单注
奖金4.4万元。其中36注为追
加投注，每注多得奖金3.52万
元。追加后，二等奖单注总奖
金为7.92万元。

奖池方面，当期开奖结束
后，13.68亿元滚存至3月25日
（周三）开奖的第 20015 期。

河体

本报讯 3月24日起，郑州
图书馆部分区域恢复开放，读者
提前预约便可进入。恢复开放
首日的图书馆情况怎样？大河
报·大河客户端记者现场探访发
现，读者通过预约有序入馆，图
书馆还通过增加中午消毒、配备
自助消毒机等方式服务读者。

记者在现场看到，郑州图书
馆门口专门设置了入馆通道，首
先需要出示预约码，然后现场扫
码测温，扫码显示为绿色及体温
检测正常方可进入。网上预约
系统显示，截至当天11点半，上
午共有84人预约，下午有52人
预约。

为何采取预约入馆的方
式？郑州图书馆副馆长牛伟表
示，预约入馆是按照有关疫情防
控的要求，避免人群聚集，同时
也便于开展工作。目前恢复开
放的区域也设置了瞬时最大接
待量，报刊阅览区为180人、图
书借阅区为200人。另外图书
馆在中午12点到2点闭馆一
次，将再次进行消毒工作。此
外，针对老年读者，现场设置有

志愿服务处，现场登记、测量体
温正常后可以入馆，但每日限定
20到40个名额。

在二楼报刊阅览区，记者看
到，读者分散在不同区域安静阅
读。一位读者告诉记者，他在附
近居住，平时闲时到图书馆看报
纸杂志已经是多年的习惯，得知
图书馆恢复开放，便第一时间来
馆里，想把错过的最新杂志拿来
阅读。

在三楼图书借阅区，多位读
者在挑选借阅图书，在自助借还

机旁边，还有自助消毒柜，几十
秒的简单操作便可以将想借回
家的图书消毒。工作人员介绍，
疫情期间，读者所还的图书，都
将进行两次消毒，除了消毒柜还
会在消毒间进行专门消毒，读者
可以放心借阅。

另据了解，中原图书大厦、
回声馆、尚书房社区书店各门
店、郑州购书中心、松社书店、纸
的时代书店、兆熹书店、粱实书
店等均已恢复正常营业，可以提
供给读者的选择会越来越多。

3月24日，中甲球队成
都兴城官方宣布，前河南建
业中场冯卓毅正式转会加
盟球队。由于在续约问题
上与建业发生分歧，今年冬
训期间一直在建业队中的
冯卓毅突然选择了离开，建
业失去这名当打主力可以
说极为可惜。

冯卓毅之所以离开，是
因为他与建业在新的合同
年限上产生了分歧，冯卓毅
希望可以续约3年，但建业
则希望签下“2+2”的合同，
双方经过多次谈判，虽然建
业一直在积极挽留，但冯卓
毅最终还是选择离开。

此番冯卓毅之所以加
盟中甲升班马成都兴城，是
因为成都是冯卓毅职业生
涯开始的地方。卓毅从小
就在成都学球，并在成都谢
菲联开启了职业生涯，作为
湖北人的他回到成都，也是
为了助力自己的第二故乡。

“我知道也会有很多人
不理解我的决定，我承认有
些遗憾，但我不会后悔。这
一切真的就像老天安排的
一样，成都的诚意和情感让
我再一次回到了这里。我
曾梦想着有一天会回到这
片土地，在这里我开启了自
己的职业生涯，我非常热爱
这里，这里就是我的第二个
故乡。”冯卓毅说。

对于自己的建业生涯，
冯卓毅也表达了不舍。“终
于还是到了说再见的时候，
不想说一些伤感的话，但内
心还是有很多不舍。不舍
在于这四年确实经历了很
多，留下了许多难忘的回
忆，很荣幸能穿上建业的球
衣和大家一起奋战，我非常
珍惜在场上的每一分钟，因
为这里有很棒的球迷，有非
常好的队友、教练以及工作
人员，非常感谢你们给予我
的认可和帮助！”

安阳购彩者获大乐透一等奖

3月25日起，开放时间为周二至周日
9:30~12:00、13:30~17:30，中 午 12:
00~13:30闭馆消毒，上午11：30、下午
5:00停止入馆。周一闭馆。

为避免读者的密切接触，目前仅供读
者进行图书借还（一楼自助借还区办理），
暂不提供馆内阅读、线下活动等服务。进
馆读者在馆内停留时间不超过30分钟。

需要预约进馆。读者可通过河南省
少年儿童图书馆微信公众号提前一天预
约到馆时间，也可以持读者证当天至入馆
处用手机扫码或者现场纸质登记。

◆河南省图书馆
开放时间为3月25日起每周二至周日9：00~17：00，周一闭馆全面消杀。
开放区域为办证处、社科借阅一处、社科借阅二处、自科借阅处，其它区域暂不开放。
需要预约进馆。预约方式：一是关注河南省图书馆微信公众号“场馆预约”预约进馆；

二是现场在河南省图书馆东门扫签到码预约；三是现场持身份证手动登记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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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本省投注总额：12904656元，本省
中奖总金额为328829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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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卓毅转投中甲球队
建业憾失中场大将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王玮皓

自助消毒柜几十秒就能给图书消毒
记者探访恢复开放的郑州图书馆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丛博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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