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民
饭店把河沿岸道路

围了起来，设置了一个内
部停车场，不对外开放，
他们途经此处很不方便，
且存在安全隐患。

饭店
门口停放的是他们

的车，但并非是他们“圈
占”的停车场，隔离护栏
是办事处设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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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AⅠ·12

每注金额
24141 元

50 元
5 元

23 元
154 元

1463 元

第2020161期中奖号码
2 4 15 16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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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注

199 注
3797 注
183 注
130 注
10 注

河南销售总额为 376494 元，中奖总金额为
140217元。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201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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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5464元。

中奖注数
981 注
801 注

0注

中奖号码：6 8 8
“排列3”第20160期中奖号码

9 2 0
“排列5”第20160期中奖号码

七星彩第20069期中奖号码

3 1 1 4 5 1 5

9 2 0 8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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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03 09 10 13 18 26

全国
中奖注数

全省
中奖注数

7827856 元
249936 元

3000 元
200 元
10 元
5 元

7 注
99 注

1278 注
67529 注

1276366 注
7813164 注

0注
2 注

65 注
2710 注

50253 注
319560 注

红色球 蓝色球

第2020069期

本期本省投注总额：14631506元，本省
中奖总金额为3337202元。

7 月 27 日，体彩大乐透第
20068 期开奖，前区开出号码

“15、20、23、26、33”，后区开出号
码“02、08”。

当期全国开出5注一等奖。
其中1注1800万元（含800万元
追加奖金）追加投注一等奖，花落
浙江温州；另外4注1000万元基本
投注一等奖，分别为河北唐山和江
苏南京各中出1注，浙江杭州中出2
注。由于河北唐山、江苏南京、浙江
杭州这4注一等奖没有采用追加投
注，在单注一等奖方面，少拿了800

万元追加奖金，从而错过中得1800
万元封顶大奖的机会。

当期，二等奖中出110注，单
注奖金11.08万元。其中27注为
追加投注，每注多得奖金8.86万
元。追加后，二等奖单注总奖金
为19.94万元。奖池方面，本期开
奖结束后，9.63亿元滚存至7月29
日开奖的第20069期。

目前，体育彩票面向全国开
展的“双重好礼 一蹴而就”奖上
奖活动，正在进行中。你只要走
进体彩实体店，购买任意面值的

“一蹴而就”即开票，如果单张彩
票刮中1000元奖级，不仅可以获
得 1000 元奖金，还可获赠面值
1000元电商卡1张；购买任意面
值的“一蹴而就”或“全民运动”主
题即开票，通过“中国体育彩票”
微信小程序“点亮健康中国”活动
页面，按提示扫描票面保安区二
维码，即可获得1次扫码抽奖机
会，可能会获得5G手机、智能手
表、电商卡等多种好礼。惊喜不
容错过，赶快行动起来，到身边的
体彩实体店打个卡吧。 河体

大乐透开出5注一等奖
彩票

7月28日上午，郑州二七区大
学北路和金水河交叉口，沿着金水
河往西方向，不远处就是黄河饭店
的南大门。

记者现场看到，在该饭店南大
门外侧，一片空地上停放着两排车
辆，周围均有护栏隔离着。护栏外
面也有车辆停放，金水河沿岸本来
就不宽的道路，显得更加拥挤。

据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居民
介绍，他就在附近居住，经常从金
水河附近通过，长期以来，黄河饭
店把河沿岸道路围了起来，设置了
一个内部停车场，不对外开放，导
致他们途经此地时很不方便，道路
很窄，一不小心可能就会发生剐
蹭，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曾向相
关部门反映过，也没啥结果。”

另有居民表示，该处是一条消
防通道，本来是禁止停放车辆的，
但是从黄河饭店南门处开始一直
沿着河道往里，路边停有很多车
辆，假如有人突发疾病或突发火
灾，急救车和消防车一时进不来，
后果不敢想象。

记者注意到，金水河一侧路边
有多处竖立着“消防通道禁止停
车”牌子，不过很多车辆都在此停
放。

对于居民的投诉，饭店又如何
解释，该处是他们的停车场吗？

当天上午，记者匿名采访
时，黄河饭店一名工作人员透
露，门口处确实是他们的停车
场，但马路上不是。停车场不对
外开放，只允许内部员工停。

但当记者亮明身份后，黄河
饭店一层大堂相关负责人白先生
却表示，门口停放的是他们的车，
但并非是他们“圈占”的停车场，
至于该处到底是不是他们的地，
具体可咨询大学路街道办事处和
郑州市河道管理处相关人员。

“并非圈占停车场，隔离护
栏是办事处设置的。”当天上午，
保安部经理王先生接受大河报·
大河客户端记者采访时称，以前
道路比较窄，后来路加宽了，路
边停满了车辆，都以为是饭店的
车，但其实并不是，很多都是社
会车辆。河边的隔离护栏也不
是饭店设置的，而是办事处和相
关部门加装的隔离护栏，他们饭
店停车位不够，部分员工把车辆
停在南门外空地处，导致居民看
到的现状，好像是饭店私自圈占
停车场一样。

对于有社会车辆停在饭店
门口，其表示很无奈，为此他们
设置了隔离墩，并贴有禁止停车
字样，但仍有车辆在此停放。停
在围挡内道路上涉及他们饭店
的一共4辆车，下一步会挪开。

对于此事，辖区办事处是何
态度？

记者联系到了大学路街道
办事处，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具体情况让联系金桥社区。

金桥社区琚女士称，办事处

没有执法权，只能起到劝导作用，
后续会把情况上报领导，积极协
调饭店、车主、居民等几方沟通，
协商一个更合理的方法。

让王先生感到无奈的是，附
近一些前来看病的车辆，都停在
河道边，他们也只能劝导。消防
车根本进不来，交警赶到后无法
贴条，因为这里并非道路。

记者调查了解到，之所以部
分车主把车停在河道边，主要因
为附近大多是一些老旧小区，没
有停车位，“没处停车也是我们所
面临的大难题”。

郑州市河道管理处相关工作
人员称，他们以后会增加巡视力
度，继续增加隔离护栏，和交警部
门协调，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秩
序好了，居民的生活氛围也好
了。”

办事处没有执法权，交警又
无法贴条，河道管理处只能劝导，
那么，该处有没有好的管理方法
和措施？

居民们表示，附近增加停车
场，让他们有车位可停，自然不会
有车辆停在路边了。

对此，交警部门建议，解决无
名道路引发的系列问题，需尽快
对道路的管理职责和权限归属予
以明确，切实杜绝管理真空现象，

“能命名的则命名，不能命名的指
定责任主体”，使这些道路真正成
为百姓的“便民路”。

紧临金水河畔
郑州一饭店“圈地”私设停车场？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吕高见 文图

在郑州黄河饭店后面，紧临金水河畔，有
一排蓝白相间的隔离护栏，里面停放着近10
辆车，外来车辆禁入，只允许饭店内部员工使
用。该处就是市民所反映的黄河饭店“圈地”
占用金水河沿岸道路，私设停车场的地方。“会
造成附近居民出行不便，一旦发生火情后果不
堪设想。”有居民说。

黄河饭店“圈占”的停车场

金水河畔停满了车辆

河道边竖立的“消防通道禁止停车”牌子

居民反映：
饭店“圈地”设停车场

饭店回应：
并非“圈地”，未设置护栏

金水河畔无名道路
该如何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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