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7月13日 星期一 责编 龚浩 美编 唐鼎

国内AⅠ·08

■电话 ■总编室 (0371)65796200 ■行政办公室 (0371)65795999 ■新闻传真 (0371) 65796268 ■本报发行服务咨询热线(0371)96211 ■广告部 (0371)65796171 65796172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主办 本期广告均有封闭边框及区域标识
■广告经营许可证:豫工商广字第439号 ■本报地址：中国·河南省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邮政编码：450008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有限公司印务中心印 地址：郑州经开第三大街168号 ■订阅价：全年360元 ■零售价：每份2元

单注金额
1040元
346元
173元

奖等
单选
组选三
组选六

本期河南 3D及附加玩法销售额为
1679902元。

中奖注数
234注

0注
587注

福彩“３D”河南开奖公告2020145期

中奖号码：1 0 9

单注金额
1040元

346元
173元

奖等
单选
组选三
组选六

本期河南 3D及附加玩法销售额为
1691648元。

中奖注数
654注

0注
1216注

福彩“３D”河南开奖公告2020144期

中奖号码：8 6 9

“中原风采”２２选５开奖公告

本期河南销售总额为362072元，
中奖总金额为164133元。

每注金额
59679 元

50 元
5 元

23 元
154 元

1463 元

第2020144期
中奖号码

1 9 14 19 22
奖等
头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好运二
好运三
好运四

中奖注数
1 注

294 注
5235 注
384 注
232 注
13 注

“中原风采”２２选５开奖公告

本期河南销售总额为364412元，
中奖总金额为89711元。

每注金额
0元

50 元
5 元

23 元
154 元

1463 元

第2020145期
中奖号码

2 5 13 15 17
奖等
头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好运二
好运三
好运四

中奖注数
0 注

274 注
5657 注
217 注
211 注

7 注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全国开奖公告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中奖结果

中奖
号码

奖级 每注金额

0510 14 17 22 26 27

全国
中奖注数

全省
中奖注数

8901954 元
259438 元

3000 元
200 元
10 元
5 元

5 注
94 注

1220 注
63319 注

1218439 注
13187729 注

0 注
2 注

52 注
2376 注

47595 注
528912 注

红色球 蓝色球

第2020062期

本期本省投注总额：16487908元，本省
中奖总金额为4270586元。

“排列3”第20143期中奖号码

854
“排列5”第20143期中奖号码

大乐透第20061期中奖号码

前区07 08 12 21 26后区01 06

85464

“排列3”第20144期中奖号码

610
“排列5”第20144期中奖号码

七星彩第20062期中奖号码

9 3 6 4 1 4 9

61072

据新华社呼和浩特7月12日电
12日中午12时，内蒙古巴彦淖尔市
乌拉特中旗鼠疫防控工作指挥部终
止鼠疫疫情Ⅳ级响应，调整对疫区的
管控措施，15名密切接触者均无异
常，依规解除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目
前，1名鼠疫确诊病例患者生命体征
平稳，病情好转、稳定。

乌拉特中旗卫生健康委员会介
绍，至7月12日，此起鼠疫疫情控制
工作按照《国家鼠疫控制应急预案》
《人间鼠疫疫区处理标准及原则
（GB15978-1995）》的要求，经自治
区、市专家验收，大小隔离圈内已达
到灭鼠灭蚤及环境卫生标准。15名
密切接触者3次血清检测、咽拭子核
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调整对疫区的管控措施后，乌拉
特中旗将持续做好患者的治疗康复
工作，持续推进常态化防控工作。

公交司机对申请公租
房未获得且所承租公
房被拆除表示不满

2016 年，张某钢与妻
子离婚后，租住其姐姐女儿
的房子，户口也寄搭于其姐
姐处。经调查走访，张某钢
常感叹家庭不幸福，生活不
如意。

张某钢在西秀区柴油
机厂(后更名为西秀区酿造
机械厂)工作时分到一套40
平方米自管公房，为自管公
产承租人，2016年列入棚
户区改造。根据《国有土地
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规
定，2020年6月8日，张某
钢与西秀区住建局签订了
《自管公房搬迁补助协议》，
协议补偿 72542.94 元，未
领取。张某钢还申请了1
套公租房，未获得。

7 月 7 日上午 8 时 30
分许，张某钢来到他所承租
的公房处，看到该公房将被

拆除。8时38分，张某钢拨
打政务服务热线，对申请公
租房未获得且所承租公房
被拆除表示不满。

事发前主动提出提前
交接班并饮酒

7 月 7 日上午 8 时 50
分，张某钢电话联系对班
司机，提出要提前交接班
（正常交接班为中午 12
时）。8时52分，张某钢回
到住处。9时 04分，张某
钢在住处附近烟酒店买了
白酒和饮料。后将白酒装
入饮料瓶，然后用黑色塑
料袋带着前往交接班。10
时55分，张某钢与对班驾
驶员在安顺客运东站完成
交接班。

11时02分，张某钢驾
驶号牌为贵G02086D的安
顺市2路公交车从客运东
站出发，11时37分到达火
车站终点站，乘客全部下

车。11时39分，张某钢通
过微信语音联系其女友，流
露出厌世情绪。11 时 47
分，张某钢驾驶公交车从火
车站出发。12时09分，张
某钢趁乘客到站上下车时，
饮用了饮料瓶中的白酒。
12时12分，张某钢驾驶公
交车行驶至西秀区虹山水
库大坝时，先是降低车速，
躲避来往车辆，后突然转向
加速，横穿5个车道，撞毁
护栏，冲入水库。

张某钢以危险方法危
害公共安全的行为涉
嫌严重刑事犯罪

经侦查查明，并听取检
察机关意见和建议，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一百一十五条之规定，张某
钢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
全的行为涉嫌严重刑事犯
罪。主要理由如下：

(一)经对张某钢尸体解

剖和物证检验，其系溺水死
亡未发现致死性疾病。在
其胃内容物、心血、尿液等
多检材中检出乙醇(其中，
在心血中检出乙醇含量为
64.46毫克/100毫升)，排除
安眠镇静类、抗精神失常
类、毒品等常见毒药物。从
现场提取的饮料瓶中，检验
出含乙醇成分的液体200
毫升。经调查，张某钢驾驶
过程中未受到其他人员肢
体和语言的干扰。

(二)涉案公交车为纯电
动城市客车，2019年10月
投入使用。经鉴定，案发时
该车制动系、行驶系、转向
系符合国家标准，无机械性
故障。

(三)张某钢因生活不如
意和对拆除其承租公房不
满，为制造影响，针对不特
定人群实施的危害公共安
全个人极端犯罪，造成21
人死亡，15人受伤，公共财
产遭受重大损失。

警方通报贵州安顺公交坠湖调查情况
司机常感家庭不幸福，且对拆迁不满，有厌世情绪，酒后蓄意驾车冲进湖中

7月7日，贵州省安
顺市一辆车牌号为贵
G02086D 的 2 路公交
车坠湖。截至7日17时
30分，共搜救出36人，
其中21人死亡、15人受
伤。

12日，安顺公安通
报了事故调查结果：经调
查走访，公交车司机张某
钢常感家庭不幸福，生活
不如意。且对拆迁不满，
有厌世情绪，酒后蓄意驾
车冲进湖中。司机已在
事故中身亡。

内蒙古鼠疫疫区
15名密切接触者
均解除集中隔离
医学观察

新华社北京7月 12日电 记者
12日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当日6时
38分在河北省唐山市古冶区发生5.1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截至记
者发稿时，暂无人员伤亡和房屋受损
情况报告。

据悉，应急管理部第一时间启动
地震灾害Ⅳ级应急响应。当地消防
救援队伍正在震中踏勘情况。

河北唐山古冶
发生5.1级地震
暂无人员伤亡报告

坠湖公交被吊车吊出湖面

文图均据央视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