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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注金额
9144 元

50 元
5 元

23 元
154 元

1463 元

第2020205期中奖号码
3 5 8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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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销售总额为403086元，中奖
总金额为240442元。

中奖注数
6注

421注
6385注
372 注
359注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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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 06 12 26 29 30

全国
中奖注数

全省
中奖注数

6377823元
137782 元

3000 元
200 元
10 元
5 元

14注
175注

1777注
76971注

1390550 注
9041132注

1注
3注

53注
2956 注

61161 注
381975注

红色球 蓝色球

第2020088期

本期本省投注总额：15141206元，本省
中奖总金额为10062854元。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202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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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7056元。

中奖注数
323注
443注

0注

中奖号码：9 9 3“排列3”第20204期中奖号码

0 7 4
“排列5”第20204期中奖号码

0 7 4 8 9

9月10日上午，大河报·
大河客户端记者来到尉氏县
十八里镇王杜庄村，只见一条
河流从村中间横穿而过，河面
有七八米宽。

在其中的一座桥上，记者

看到该桥为青砖砌的拱桥，桥
面约有3米宽，长约有10米，
桥面两侧没有护栏，桥上的土
路坑洼不平。此时有一个村
民驾驶机动三轮车从桥上过，
因桥面有比较深的土坑，三轮

车颠簸得一个轮子已经离开
了地面，不时还有行人从这里
通过。

“我们村里共有4座这样
的桥，除了一座是预制板桥
外，其他3座都是青砖砌的拱

桥，都有50多年历史，村民对
这4座桥真是又爱又恨。”该村
村民杜先生说，该村位于尉氏
县和通许县交界的地方，位置
比较偏僻，村里有3000多人，
村民以种植粮食作物为主，收
入都比较低。这条河属于涡
河的一个支流，从村中间过，
如果河上没桥，就无法正常生
产、生活，因此，50多年前，当
地政府出资在河上建了4座
桥，由于当时条件所限，桥的
建造质量比较差。几年前，有
多位专业人士过来鉴定后说，
这4座桥都已经成了危桥，要
说危桥都不能再用了，但村民
出行又必须从桥上走，所以这
4座桥就还一直在用。

“离了桥，3000多村民无
法正常生产生活，可从桥上走
吧，又经常出事，每年从这4座
桥上掉到河里的人不下 100
个。”杜先生说，今年初有人开
三轮车从这里过，由于颠簸得
太厉害，再加上桥没有护栏，
连人带车掉到河里，司机摔得
严重骨折，看病花了好几万
元。

“由于这4座桥对村民来
说太重要了，村里没钱修，我
们就向上级打报告修，但由于
当地政府财力有限，一直没有
被列入维修计划。”王杜庄村
村支部书记杜方说，前一段，

他还和镇里水利站的刘站长
说这事，希望刘站长向上级呼
吁一下，尽快把这座桥维修一
下，但目前还没有什么结果。

“我一直在关注着王杜庄
村的这几座危桥，连续两年向
上级打报告希望尽快列入维
修计划，但由于这些桥都是地
方政府出资修建，现在地方政
府的财政资金比较紧张，目前
上级还没有把这4座桥列入维
修计划。”尉氏县十八里镇水
利站负责人刘先生说，今年这
4座桥能否列入维修计划，他
也说不准。

随后，记者又看了看王杜
庄村的另外3座桥，发现情况
基本上都一样，那座用预制板
搭建的桥，桥上的一块预制板
已经出现了一道很明显的裂
缝。

记者查阅有关桥梁的建
设标准，看到除了桥梁的主体
结构安全有较严格的标准外，
建设标准还要求，一般桥梁两
侧都应该按照标准设置护栏。

在此，大河报记者恳请爱
心人士或爱心企业伸出援手，
帮一下王杜庄村的3000多位
村民，帮他们建设一座平安
桥，有意帮村民的爱心人士或
爱 心 企 业 可 以 拨 打
0371-96211联系。

9月 9日，体彩大乐透第
20087期开奖，前区开出号码

“01、04、20、23、29”，后区开出
号码“04、08”。本期全国销量
为2.85亿元，为国家筹集彩票
公益金1.02亿元。

全国开出2注一等奖

本期全国开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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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落北京朝阳；另外1注
1000万元基本投注一等奖，出
自山东济南。

由于山东济南的这注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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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二等奖中出55注，
单注奖金27.26万元。其中18
注为追加投注，每注多得奖金

21.81万元。追加后，二等奖单
注总奖金为49.07万元。

三等奖中出153注，单注
奖金为10000元。四等奖中出
563注，单注奖金为 3000元。
五等奖中出12159注，单注奖
金 为 300 元 。 六 等 奖 中 出
17406注，单注奖金为200元。
七等奖中出26198注，单注奖
金 为 100 元 。 八 等 奖 中 出
586230注，单注奖金为15元。
九等奖开出6466860注，单注
奖金为5元。

奖池方面，本期开奖结束
后，8.40亿元滚存至9月12日
（周六）开奖的第20088期。

2019年中央专项彩票公
益金支出175亿

8 月 31 日，财政部发布
2020年38号公告，详细披露了
2019年彩票公益金筹集分配情

况和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安排
使用情况。2019年，全国发行
销售彩票4220.53亿元，共筹集
彩票公益金1158.81亿元。其
中，体育彩票机构发行销售彩
票 2308.15 亿元，筹集公益金
583.18亿元，占比超过一半。

2019年中央财政安排彩票
公益金支出717.58亿元，中央
集中彩票公益金在全国社会保
障基金、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
民政部和体育总局之间分别按
60%、30%、5%和5%的比例分
配。2019年，中央专项彩票公
益金共支出175.92亿元。

作为国家公益彩票，中国
体育彩票全国统一发行26年
来，已累计筹集公益金超过
5400亿元，这些公益金早已跨
越体育范畴，在扶贫事业、医疗
救助、教育助学、法律援助、残
疾人事业、养老公共服务等民
生领域做出重要贡献。中体

大乐透开2注一等奖 奖池8.4亿

一个村子4座危桥,当地无钱修，村民频坠桥

哪位好心人愿帮这个村建座平安桥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周广现 文图

“我们村有4座危桥，桥龄都有50多年了，因桥面太窄，桥上坑洼不平，又没有护
栏，每年有100多人从桥上掉到桥下的河里，不少人被摔骨折，因地方财力有限，危桥
一直得不到维修，不知何时我们3000多村民才能盼来平安桥？”连日来，多位尉氏县
十八里镇王杜庄村村民向大河报记者反映。十八里镇水利站的刘先生说，他们也把危
桥的维修计划上报过，因当地财政资金紧张，目前还没有被列入维修计划。

桥上的预制板已断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