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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注金额
64360 元

50 元
5 元

23 元
154 元

1463 元

第2020210期中奖号码
3 4 16 20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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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注
4888 注
193 注
181 注
22 注

河南销售总额为 386876 元，中奖总金额为
166049元。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202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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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0698元。

中奖注数
666 注

0 注
1736 注

中奖号码：4 9 6

“排列3”第20209期中奖号码

2 0 7
“排列5”第20209期中奖号码

七星彩第20090期中奖号码

2 5 1 7 8 6 1

2 0 7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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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注金额

0602 21 23 26 31 32

全国
中奖注数

全省
中奖注数

8569539 元
622594 元

3000 元
200 元
10 元
5 元

6 注
43 注

773 注
46888 注

977428 注
9294256 注

0 注
1 注

67 注
2817 注

63192 注
561874 注

红色球 蓝色球

第2020090期

本期本省投注总额：21524850元，本省
中奖总金额为4828284元。

体彩大乐透上期开出2注一等奖
单期筹集公益金9879万元

彩票

开2注一等奖 奖池9.10亿元

本期全国共开出2注一等奖。其
中，1注为1800万元（含800万元追加
奖金）追加投注一等奖，落户山东临沂；
1注为1000万元基本投注一等奖，落
在广西贵港。

数据显示，山东临沂中出的一等
奖，出自一张单式追加票。广西贵港中
出的一等奖，则出自一张单式票。

二等奖开出 44 注，单注奖金为
33.67万元；其中18注采用追加投注，
每注多得奖金26.93万元。追加后，二
等奖单注总奖金为60.6万元。

三等奖中出123注，单注奖金为
10000元。四等奖中出387注，单注奖
金为3000元。五等奖中出10266注，
单注奖金为300元。六等奖中出12343
注，单注奖金为200元。七等奖中出
31025注，单注奖金为100元。八等奖
中出461681注，单注奖金为15元。九
等奖开出5424755注，单注奖金为5元。

奖池方面，本期开奖结束后，9.10
亿元滚存至9月16日（周三）开奖的第
20090期。

体彩积极践行“光盘行动”

一粒粮食饱含滴滴汗水，一张餐桌
传承优良品德。连日来，体彩系统积极
践行制止餐饮浪费行为的重要指示精
神，培养节约习惯，推动“浪费可耻、节
约为荣”成为社会新风尚，以实际行动
杜绝“舌尖上的浪费”。

近日，国家体彩中心发出厉行节
约、反对浪费倡议书，倡导全体员工从

“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以实际行动把
“过紧日子”的要求落到实处，继续弘扬
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优良作风，努力
为体育彩票事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除国家体彩中心发出倡议外，天
津、浙江、陕西、新疆等多地体彩机构也
纷纷向职工发出“拒绝餐饮浪费，加入
光盘行动”的倡议，号召体彩人秉持节
约光荣、浪费可耻的观念，积极倡导绿
色生活方式，文明用餐，告别浪费陋习。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
缕，恒念物力维艰。”体彩人从“我”做
起，将“浪费可耻、节约为荣”从共识变
为行动，坚决制止餐饮浪费，形成人人
节约、处处节俭的良好氛围。 中体

下午6时10分，消防指战员与焦作
市应急救援协会人员汇合。

晚上8点10分，又经过两个小时的
山路跋涉，到达焦作市应急救援协会的
车辆旁边，而后把伤员转运至车上，由
车辆把人员往山下转运。

晚上9时20分，伤员被转移至茱萸
峰停车场，交于在此等候的医护人员。

晚上9时38分，所有进山营救人员
均到达茱萸峰停车场。至此，救援工作
全部结束，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
调查之中。

9月14日，体彩大乐透第20089期开奖，前区开出号码“13、
16、20、22、27”，后区开出号码“01、02”。本期全国销量为2.74亿
元，为国家筹集彩票公益金9879万元。

一场历时9个多小时的救援
他们都经历了些什么？

3名驴友在登修武县云台西梯过程中被困悬崖，其中１名驴友在登山过程中失足坠崖昏迷。9月12日中午12时06分，焦作市
消防救援支队修武大队接到报警求助后，开始了历时9个多小时的救援……

据报警求助称，修武县黑石岭服务
区云台西梯３名驴友被困悬崖，其中１
名驴友在登山过程中失足坠崖，其垂直

坠崖高度约5米，人员现状为耳朵和鼻子
出血不止、头部有一长约3厘米的口子、
腰部受伤，暂时处昏迷状态，请求救援。

接警后，修武大队立即调派2辆
抢险救援车14名指战员第一时间赶
赴现场救人。在行车途中，指挥员与

县110指挥中心、120急救中心、焦作
市应急救援协会联系，做好各方面的
联勤联动。

经过3个多小时的山路攀登，下
午3时许，消防人员终于见到３名被
困人员。指挥员立即对伤员进行初步
检查，并对其余2名随行驴友进行能
量供给。

通过多种形式的分析，最终确定
救援方案为：将伤员带至山顶，走山顶
北偏东方向的一条宽约1.5米的小路

抬人下山至茱萸峰停车场。
随即将伤员固定于多功能担架

上，另外抽2名指战员持绳索和挂钩
继续向上攀岩寻找固定点位，绳索一
端固定于所寻找的固定点，另一端固
定于担架一侧。指战员共分6组，每
组2人，从上方固定点位到担架呈一
字排列，每组相隔3米左右。

下午4时20分，由于山间道路坡陡
路险，加之对伤员进行拖、拉、拽的同时
还要确保伤员的绝对安全，所以指战员
体力已达到极大的损耗。因此，现场指
挥员随即与大队长郝可乐联系，请求采
取措施。

郝可乐与焦作市公安局指挥中心
联系请求调派一架直升机参与救援，但
因山崖陡峭没有可停靠直升机的地点，
随即指挥员下令短暂休整，继续攀岩。

在攀岩过程中，因伤员腋下、两大腿
部位有担架绷带固定，使其受到束缚，伤
员情绪时而激动用两手去解卡扣，时而
以上厕所为由不配合此次救援。

下午5时40分，指战员经过艰难险
阻，终于将伤者带至山顶，暂时解决了
人员身处悬崖峭壁的难题。但是第二
个难题又出现在大家面前：在救援人员
体能消耗达到一定极限的时候，如何把
伤员通过担架抬下山？

当指战员看到伤者流血的头部，看
到2名陪同伤者渴望的眼神，救援人员
毅然决然地抬起了担架，虽然前方的道
路坡陡路滑、荆棘横生，指战员的脸庞不
时被划破，有几百米的路段甚至还要抬
着担架弯着腰走过，虽然路的一侧就是
悬崖，但大家依然很坚定地走着每一步。

接警后，救援人员第一时间都做了啥？2

救援选择的方案是啥？3

救援结果如何？5

救援过程中遇到了哪些困难？4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岩 通讯员 李文静 文图

山间道路坡陡路险，给救援添了难度。

见到伤者后，救援人员对其进行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