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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报广告中心服务点： 扫描二维码加好友
线上咨询办理业务

田建文先生：
经我方多次通知，您方未向我方提交

施工资质和《施工机械配备表》，也未到位
任何施工机械和施工人员，导致工期严重
延误。依据我公司于2020年6月22日
与您签订的《郑州市中原区西流湖办事处
西岗代码6、7、10地块土石方清运工程施
工合同》第四条之规定，我公司正式通知
您解除2020年6月22日签订的《施工合同》，
并将通过合适途径追究您的违约责任。

郑州银山土石方清运有限公司
2020年7月22日

近日，两款即开型体育彩票“大
熊猫”和“幸运时辰”在全国陆续上市
销售。其中，静物动物类主题即开票

“大熊猫”面值20元，头奖100万元；
幸运祝福类主题即开票“幸运时辰”
面值10元，头奖25万元。

国宝“大熊猫”憨态可掬

“大熊猫”是继“锦鲤”和“一蹴而
就”之后，今年体彩复市后发行的又
一款头奖达100万元的即开票。“大
熊猫”共有 3张票面，单票面值 20
元，共有21次中奖机会，设10个奖
级，奖金从20元至100万元不等。

“大熊猫”是延续了“国宝”游戏
的系列化产品，通过国宝大熊猫，以
拟人化的形象演绎出为国家和人类
作出突出贡献的宇航员、飞行员、工
程师等职业。手绘的熊猫形象栩栩
如生，同时体现出科技给大众生活带
来的变化，激发出大众的爱国情怀和
民族自豪感。

“大熊猫”游戏规则为：
主游戏：刮开覆盖膜，如果出现

“国宝”标志，即中得该标志下方所示

的金额；如果出现顶呱刮标志，即中
得该标志下方所示金额的5倍。

幸运游戏：刮开幸运游戏覆盖
膜，如果出现金额标志，即中得该金
额。中奖奖金兼中兼得。

“幸运时辰”
充满历史文化的厚重感

“幸运时辰”是一款幸运祝福类
即开票，面值10元，共有12次中奖
机会，设9个奖级，奖金从10元至25
万元不等。

“幸运时辰”采用了古香古色的
设计风格，票面以古代计时器日晷为
主形象，背景采用“唐三彩”的三种颜
色对古建筑及山河进行渲染，游戏符
号采用了古代的计时单位“十二时
辰”，提升了票面的文化厚重感和历
史沧桑感，整体画面恢弘大气，古韵
十足。

“幸运时辰”游戏规则为：刮开覆
盖膜，在任意一场游戏中，如果出现
两个相同的时辰，即中得该场游戏区
内所示的奖金金额。中奖奖金兼中
兼得。 河体

7月20日，体彩大乐透第20065
期开奖，前区开出号码“13、15、26、
32、33”，后区开出号码“05、07”。当
期全国销量为2.75亿元，为国家筹
集彩票公益金9912万元。

当期全国共开出2注基本投注
一等奖，单注奖金1000万元，分落江
苏、广东两地。江苏的1000万元基本
投注一等奖出自苏州；广东的1000
万元基本投注一等奖出自深圳。

由于上述两位中奖者都没有采
用追加投注，在单注一等奖方面，均
少拿了800万元追加奖金，从而错过
中出1800万元封顶大奖的机会。

二等奖开出84注，单注奖金为
15.63万余元；其中33注采用追加投
注，每注多得奖金12.5万余元。追加
后，二等奖单注总奖金为 28.14 万
元。

三等奖开出216注，单注奖金为
10000元。四等奖开出680注，单注
奖金为3000元。五等奖开出13038
注，单注奖金为300元。六等奖开出
18149注，单注奖金为200元。七等

奖开出 29064 注，单注奖金为 100
元。八等奖开出608840注，单注奖
金为15元。九等奖开出6536750注，
单注奖金为5元。

奖池方面，当期开奖结束后，
9.05亿元滚存至7月22日（周三）开
奖的第20066期。

近期另一个十分活跃的游戏就
是顶呱刮，“一蹴而就”刚掀起购买热
潮，可爱的“大熊猫”携“幸运时辰”又
帅气登场了。当两款即开新票在体彩
实体店邂逅，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呢？“一蹴而就”的双重好礼促销活动
到底有多燃？走进体彩实体店去感受
一下吧！

无论是购买大乐透还是顶呱刮，
你都会看到这样一行字：“感谢您为
公益事业贡献××元。”这些公益金
和体彩其它游戏筹集的公益金一起，
广泛用于体育事业和民生领域，如全
民健身计划、奥运争光计划、补充全
国社保基金、医疗救助、教育助学、法
律援助等，与每一个人的生活息息相
关。 中体

体彩两款即开新票全国上市
“大熊猫”头奖100万，“幸运时辰”头奖25万

大乐透开出2注1000万

科创板河南成绩单：建龙微纳成
河南首家科创板企业，仕佳光子
成功过会

2019年12月4日，分子筛行业的
龙头企业——洛阳建龙微纳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龙微纳，股票
简称：建龙微纳，股票代码：688357）
首次公开发行A股科创板上市仪式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举行。至此，河南科
创板正式实现从0到1。

除了建龙微纳之外，2020年6月
10日，仕佳光子首发上市申请获科创
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而在2020
年3月24日，仕佳光子就已经完成了
上市申请受理，而从正式受理到成功
过会，实际所用时间不到3个月。

除了建龙微纳和仕佳光子，金冠
电气、秋乐种业、翔宇医疗和信大捷
安正在冲刺科创板IPO的路上一路狂
奔。

诞生多个第一:科创板一周年
133家公司上市，市值突破3.1
万亿元

首家未盈利企业泽璟生物上市、
首家红筹公司华润微电子上市、首家
同股不同权公司优刻得上市……过去
一年来，作为中国资本市场改革试验
田的科创板，诞生多个第一。

2019年 7月22日，首批25家企
业登陆科创板，标志着科创板正式开
门迎客。根据wind数据显示，截至7
月21日收盘，在过去一年里，共有133
家企业登陆科创板，可参考市值达到
3.12万亿元。

从上市首日表现来看，这133家
公司上市首日平均实现158.67%的开
盘涨幅，开盘涨幅在200%以上的公司
38家，占比28.8%。

科创板已催生10位百亿富豪

事实上，随着科创板的正式开市，
一批具有核心技术的高新企业实控人
成为这场造富运动的受益者。

据wind数据统计，截至7月21
日，已有包括华熙生物、百奥泰在内的
10家科创板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身家
超过100亿元。

在这10家公司当中，有6家公司
的实控人是掌握着企业核心技术的科
研人员。寒武纪董事长陈天石的身家
达到254亿元；神州细胞董事长谢良
志的身家达到222亿元；华兴源创实
控人陈文源、张茜夫妇财富达到153
亿元；杭可科技的实控人曹骥、曹政父
子财富则达到146亿元；财富趋势的
实控人黄山、黄青兄弟账目财富达到
139亿元；特宝生物的实控人杨英、兰
春、孙黎三人财富则达到115亿元。

作为中国资本市场改革试验田，今天迎来“周岁礼”

科创板催生10位百亿富豪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唐朝金

2019年7月22日，筹划259天的科创板正式落地。今天，已平
稳运行一年的科创板正式迎来“周岁礼”。

开市一年来，133家科技企业成功上市，截至7月21日收盘，科
创板企业市值突破3.1万亿元大关。

综合过去一年的情况看，科创板的“筑巢引凤”，已经在资本和企
业之间架起桥梁，让资本活水注入科创企业。

每注金额
54982元

50 元
5 元

23 元
154 元

1463 元

第2020154期中奖号码
5 7 14 15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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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注

299注
5190注
242注
218 注

8注
河南销售总额为 352532 元，中奖总金额为

146724元。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2015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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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8802元。

中奖注数
796注
561注

0注

中奖号码：886

“排列3”第20153期中奖号码

066
“排列5”第20153期中奖号码

七星彩第20066期中奖号码

8438328

06658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全国开奖公告

一等奖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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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中奖结果

中奖
号码

奖级 每注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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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
中奖注数

全省
中奖注数

6006277 元
137720 元

3000 元
200 元
1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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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注
137注

2116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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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6743注
11739149注

0注
9注

53注
3290注

62716注
571480注

红色球 蓝色球

第2020066期

本期本省投注总额：15031264元，本省
中奖总金额为554104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