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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注金额
19871 元

50 元
5 元

23 元
154 元

1463 元

第2020269期中奖号码
2 4 6 9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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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注
4003 注
198注
206 注
17注

河南销售总额为 335596 元，中奖总金额为
151577元。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202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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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6182元。

中奖注数
405 注

0 注
2137 注

中奖号码：391
“排列3”第2020268期中奖号码

635
“排列5”第20268期中奖号码

七星彩第20115期中奖号码

1348854

63580

彩票

11月 16日，体彩大乐透
第20115期开奖，前区开出号
码“01、09、18、19、23”，后区开
出号码“01、09”。当期全国销
量为2.84亿元，为国家筹集彩
票公益金1.02亿元。

全国开出13注一等奖
当期全国共开出13注一

等奖，其中 2 注为 1054 万元
（含468万元追加奖金）追加投
注一等奖，花落浙江和广东；
11注为585万元基本投注一
等奖，分落吉林、江苏、河南、湖
北和西藏。

对比可见，由于采用了追
加投注，当期来自浙江和广东
的幸运购彩者，在单注一等奖
方面，要比吉林、江苏、河南、湖
北和西藏的中奖者多拿了468
万元追加奖金，使得单注总奖

金达到1054万元。
二等奖开出161注，单注

奖金为6.14万元；其中79注采
用追加投注，每注多得奖金
4.91万元。追加后，二等奖单
注总奖金为11.06万元。

三等奖中出215注，单注
奖金为 10000元。四等奖中
出1694注，单注奖金为3000
元。五等奖中出20422注，单
注奖金为300元。六等奖中出
36185 注，单注奖金为 200
元。七等奖中出35881注，单
注奖金为100元。八等奖中出
846810 注，单注奖金为 15
元。九等奖中出7927490注，
单注奖金为5元。

奖池方面，当期开奖结束
后，6.63亿元滚存至11月18日
（周三）开奖的第20116期。

公益体彩关爱青少年健康成长
体育彩票对于青少年的关爱

是全方位的，通过体彩公益金、发
行费以及捐款等，为他们打造更
好的成长环境，助力孩子们全面
发展，陪伴他们快乐成长。

“公益体彩 快乐操场”活
动深入三区三州等重点贫困地
区，为孩子们送去急需的体育
用品；“中国体育彩票·新长城
助学基金”为优秀贫困大学生
提供助学金，为他们减轻生活
重担；山东体彩开展的“公益体
彩 乡村小学爱心书库”把“希
望的种子”播种在山区；重庆体
彩的重大疾病救助行动，为患
病儿童带来一份“生”的希望；
同时，遍地开花的“体彩杯”赛
事则为少年儿童搭建了运动的
舞台，使更多少年儿童参与体

育，爱上体育……
守护每一个孩子的梦想，

助他们茁壮成长，是体彩事业
发展的动力源泉。体彩用每位

购彩者奉献的爱心，点亮了孩
子们的梦想，同时在他们心中
埋下了向上向善的种子。

中体

体彩大乐透上期开13注头奖，河南中出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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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01 04 12 20 25 32

全国
中奖注数

全省
中奖注数

10000000 元
291499 元

3000 元
200 元
10 元
5 元

6250000 元
833333 元

5 元

2 注
114 注

1070 注
61218注

1260746 注
10505231 注

1注
1注

6799636 注

0 注
4 注

17 注
2058 注

46493 注
433121 注

0 注
0 注

295566 注

红色球 蓝色球

第2020115期

本期本省投注总额：17827098元，本省
中奖总金额为5736961元。

一等奖特别奖
一等奖普惠奖
六等奖翻番奖

本报讯 北京时间11月
17日下午4时，来自比利时
布 鲁 塞 尔 的 一 句“Good
morning”（中文：早上好），
拉开了一场跨越洲际远程
视频产业论坛的序幕。

带来问候的人名叫伊
丽莎白·维纳，身份是欧盟
委员会交通总司陆路运输
主管，而这场论坛的名字叫
做第三届亚欧互联互通产
业合作论坛。自2018年起，
这一论坛已分别在郑州、欧
洲举行了两次。2020年，受

“新冠”疫情影响，这一论坛
的举办地，被搬到了互联网
上——通过中欧两地的远
程视频会议进行交流。

在今年论坛期间，郑州
市人民政府与欧洲铁路交
通联盟（下简称欧铁盟）就
推动泛亚欧铁路经济合作
平台建设达成合作意向。

据了解，泛亚欧铁路经
济合作平台旨在在《欧洲绿
色协议》的框架下以及“后
疫情”时代的背景下，促进
在研发、创新、品牌、影响
力、基础设施等方面的综合
能力提升，强化欧洲区域交
通新概念，并助力欧洲在建
立可持续的交通网络、循环
经济、5G网络部署等方面实
现目标，并继续加强与欧洲
以外其他国家的联系与合
作。

在本届论坛中，中欧双
方多位发言代表均谈到，铁
路运输目前越来越成为疫
情时期最稳定的物流运输
方式和经济增长点。对此，

郑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主任杨东方在论坛主旨发
言中也介绍说，在 2020年
1-10月份，中欧班列（郑州）
已开行 916 班，同比增幅
14.5%；累计货值同比增幅
27.3%；累计货重同比增幅
41%。

“在新冠疫情的冲击影
响下，中欧班列却逆势增
长，迎来了开行质量最好的
时期。这充分说明了铁路
越来越成为疫情防控‘常态
化’下最稳定的物流运输方
式，也更加体现了我们交流
合作的持续深化。”杨东方
表示，郑州作为“一带一路”
的核心节点城市，被誉为

“中国铁路心脏”，而欧铁盟
铁路货运网络则是连接最
重要的海港和岛屿港口以
及欧盟的主要东西方物流
大动脉，两者有良好的合作
基础和广阔的合作前景，随
着双方交流合作的深化推
进，也将有力推动亚欧货运
物流等领域的交往与合作。

此外，论坛举行当天，
中欧班列（郑州）的运营方，
郑州国际陆港公司副总经
理陈景彦也透露说，在目前
中欧班列（郑州）已拥有三
条欧洲货运线路的基础上，
公司拟于近期正式开通前
往赫尔辛基的全新线路。

“随着线路密度的逐步加
大，我们对欧洲市场信息的
需求以及需要沟通、解决的
问题也越来越多，今天的论
坛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
好的交流平台。”陈景彦说。

本报讯 11月17日，河南
日报报业集团旗下大河酒店管
理公司与希尔顿酒店管理公司
合作签约仪式在开封举行，标
志着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文旅产
业迈出了国际化、现代化的重
要一步。

按照协议，河南日报报业集
团开封大河锦悦城酒店项目建
成后，将以大河希尔顿逸林酒店
品牌运营，委托希尔顿酒店管理
公司管理。这是希尔顿逸林品
牌首次进入我省地级城市。

近年来，河南日报报业集
团立足主业、多元拓展，努力建
设国内领先的现代传播体系和
现代文化企业，以“传媒+”建
链延链强链，打造数字经济、文
化投资、文化旅游等六大文化
产业集群，总体经济规模位居
全国报刊出版集团第五，持续
走在全国同行前列。河南日报
报业集团不仅在全国党媒集团
中第一家办酒店，将大河酒店
管理公司打造为集团文旅产业
集群的龙头支柱，而且办出了

规模、水平和特色，叫响了“河
南模式”，擦亮了“大河品牌”。

希尔顿是高端酒店管理的
国际巨头，号称“酒店之王”，是
最早进入中国市场的酒店管理
集团之一。此次大河酒店管理
公司与希尔顿达成合作，将为
报业集团文旅产业发展提供更
加高端、开放的平台，大大推进
大河酒店智慧化、国际化进程。

开封市政府负责人表示，
开封正面临着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大运河文化
保护传承利用、郑州大都市区
建设等重大战略机遇，已成为
河南省乃至我国中部地区最具
发展潜力的城市之一。接下
来，将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提
升服务水平，全力支持河南日
报报业集团、希尔顿酒店管理
公司在开封的发展。

据了解，大河锦悦城酒店
项目位于河南自贸试验区开封
片区核心位置，临近郑开大道，
是以行政办公、商贸金融、会展
交流、文化休闲为主导的功能
区。2021年项目建成后，将成
为开封片区具有标志性、标杆
性的一流酒店品牌。

大河酒店管理公司牵手“酒店之王”希尔顿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文旅产业开启国际化征程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龚砚庆 实习生 钱程 文 郭俊华 摄影

郑州、欧铁盟达成泛亚欧铁路平台建设意向

中欧班列（郑州）
将再开全新线路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陈骏 孙煊哲

签约仪式现场

签约仪式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