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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注金额
21893 元

50 元
5 元

23 元
154 元

1463 元

第2020271期中奖号码
4 11 16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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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860元，中奖
总金额为198054元。

中奖注数
2 注

392 注
6543 注

412 注
363 注

25 注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202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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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7296元。

中奖注数
464 注
358 注

0 注

中奖号码：5 5 0“排列3”第20270期中奖号码

4 1 4
“排列5”第20270期中奖号码

4 1 4 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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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5 06 14 16 19 27

全国
中奖注数

全省
中奖注数

6979667 元
129484 元

3000 元
200 元
10 元
5 元

6979667 元
2500000 元

5 元

9 注
172 注

2843 注
114760 注

1947545 注
14546686 注

7注
2注

9831559 注

1 注
1 注

127 注
4953 注

86114 注
592322 注

0 注
1注

405642注

红色球 蓝色球

第2020116期

本期本省投注总额：18951578元，本省
中奖总金额为16831711元。

一等奖特别奖
一等奖普惠奖
六等奖翻番奖

大乐透上期送出7注一等奖
当期筹集公益金1.01亿元

11月18日晚，体彩大乐透第20116期开奖，前区开出号
码“08、10、12、16、22”，后区开出号码“03、09”。本期全国销
量为2.81亿元，为国家筹集彩票公益金1.01亿元。

全国开出7注一等奖

本期全国开出7注一
等奖。其中2注为1197万
元（含532万元追加奖金）
追加投注一等奖，分别花落
辽宁沈阳、江苏苏州；另外
5注 665万元基本投注一
等奖，分别出自内蒙古呼和
浩特、浙江杭州、福建福州、
江苏常州和盐城。

由于内蒙古、浙江、福
建和江苏常州、盐城的中奖
者都没有采用追加投注，在
单注一等奖方面，均少拿了
532万元追加奖金，从而错
过中得1197万元追加投注
一等奖的机会。

本期，二等奖中出73
注，单注奖金16.65万元。
其中26注为追加投注，每
注多得奖金 13.32 万元。
追加后，二等奖单注总奖金
为29.98万元。

三等奖中出320注，单

注奖金为10000元。四等
奖中出778注，单注奖金为
3000 元 。 五 等 奖 中 出
16336注，单注奖金为300
元。六等奖中出22875注，
单注奖金为200元。七等
奖中出50020注，单注奖金
为 100 元。八等奖中出
705288注，单注奖金为15
元。九等奖中出7284123
注，单注奖金为5元。

奖池方面，本期开奖结
束后，6.61亿元滚存至11
月 21 日（周六）开奖的第
20117期。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
终温暖有光

在大学生追梦道路上，
中国体育彩票一路随行。
以体彩公益金为重要组成
部分的中央专项彩票公益
金在帮扶大学生创新创业

方面，提供了有力支撑。
2019年中央专项彩票

公益金安排使用情况公告
显示，共支出5000万元用
于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
帮助大学生就业创业，体彩
一直在默默发力，遍布全国
各地的体彩机构和销售渠
道也向大学生抛出了橄榄
枝，给大学生提供创业平
台，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崭
露头角。

2020年是中国体育彩
票全国统一发行26周年，
已累计筹集公益金超过
5570亿元。26年来，体彩
始终秉承“来之于民、用之
于民”的发行宗旨和公益初
心，默默地为体育事业和社
会公益事业贡献着力量。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
暖有光。中国体育彩票的
公益之路以光为伴，一路温
暖明亮。中体

非法控制排气道行业，“黑”会长栽了
成立职业举报队、围堵政府部门、强迫交易……河南一行业协会会长涉黑被判刑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一川 实习生 孙梦雨 通讯员 王洪岩 文图

为垄断控制全市排气道（烟道）行业，招揽大批社会闲
散人员成立职业举报队，对郑州地区所有在建工地和烟道
生产厂家以恶意举报的方式进行滋扰；为提升名气，围堵
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要挟排气道主管单位必须查处被其恶
意举报的工地……

2018年6月，郑州警方在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
接到该起举报线索，随即展开调查，8个月后将这个盘踞
在郑州市排烟气道行业内的涉黑犯罪组织成功摧毁，19
名犯罪嫌疑人先后落网，并于2020年8月被法院判决。
近日，郑州警方通报了侦破该涉黑犯罪组织的相关情况。

行业协会会长企图
用“黑手”控制整个行业

1976年出生的潘某严来
自农村，颇有经济头脑，十多年
前来到郑州打工，从事排气道
行业。潘某严本可以利用自己
的吃苦和精明在行业内大干一
场，但他却野心勃勃地走上了
一条不归路。

参与案件侦办的郑州市公
安局犯罪侦查局扫黑民警通过
走访调查发现，自 2013 年以
来，潘某严为垄断控制整个郑
州地区的住宅厨房、卫生间的
排气道（烟道）行业，伙同刘某
泉、李某平等人招揽大批社会
闲散人员成立职业举报队，对

郑州地区所有在建工地和烟道
生产厂家以恶意举报的方式进
行滋扰。

“这个时候他们已经走上
‘弯’路，为达到自己获利的目
的，使用了‘下三滥’手段，这也
是他们走上犯罪组织道路的前
奏。”侦查员介绍说，为提升自
己在行业内的名气，2014年3
月，潘某严竟指使举报队成员
古某（另案处理）等人围堵郑州
市工程质量监督站、郑州市城
乡建设局等单位，以此要挟排
气道主管单位查处被其恶意举
报的工地和排气道生产厂家。

潘某严的举动的确成功在
行业内树起威名，但此举也成
了该案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成立

的标志性事件。为更好控制郑
州市排气道市场，扩大市场份
额，潘某严伙同刘某泉、李某平
等人于2014年 11月 27日注
册成立河南龙之道建材有限公
司，对其他排气道生产厂家及
销售商进行寻衅滋事、强迫交
易、敲诈勒索等违法犯罪行为，
逐步形成了以潘某严为首，李
某平、杨某、刘某泉等人为骨干
成员的黑社会性质组织。

为披上合法外衣，该犯罪
团伙以河南龙之道建材有限公
司为主体，于2015年6月3日
成立了河南省排气道行业协
会，潘某严任会长，李某平、刘
某泉为副会长。协会整合成立
了维权举报队，主要工作就是
发现工地不使用该协会提供的
排气道产品后进行恶意举报。

“成立行业协会本应是对
行业进行指导帮扶的，他们却
以协会为名，对业内同行进行
打压排挤，严重扰乱了市场秩
序。”郑州市公安局犯罪侦查局
副局长赵德孝介绍说。

经查明，该犯罪组织以协
会为依托，不断发展壮大，强迫
郑州地区从事烟道行业的人员
加入该协会，不加入协会或不
和协会合作的人员均会遭到协
会肆意打压并被迫加入协会。

强制执行“行业标准”
达到垄断市场的目的

民警在调查中发现，该犯
罪组织为获取利益最大化，实
行统一生产，统一定价，统一发
货，先后出资三千余万元在登
封、上街等地建立烟道工厂加
工生产烟道产品，他们垄断控
制郑州市排气道市场后，从
2017年 4月到2019年 2月销

售烟道共 12 万余根，价值
4800余万元。

“他们在垄断控制排气道
市场过程中，拉拢腐蚀了一些
职能主管部门的干部，形成利
益输送。”办案民警介绍，潘某
严等人于2017年 7月联合河
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标准处
的一名负责人（线索移交）、郑
州市工程质量监督站一科的一
名负责人（另案处理）等人，违
规出台了《住宅厨房、卫生间排
气道系统应用规程》这一河南
省烟道行业的地方标准。

让人吃惊的是，如此严格
的行业标准，竟然由潘某严牵
头制定，整个流程存在把关不
严、利益输送等情况。此地方
标准为该黑社会性质组织恶意
举报他人提供了政策依据，本
应是建议性的标准，在执行过
程中却成为了强制性标准。该
地方标准于2019年5月4日被
河南省住建厅废除。

此外，为提升产品价格，攫
取巨额利益，潘某严还通过赞
助的方式向相关部门及人员出
资，成功将其控制的烟道价格
加入到政府指导价中，将烟道
产品的价格从每根一百余元提
高至每根四百余元，导致众多
企业生产成本提高，造成巨额
损失。

民警进一步侦查发现，潘
某严团伙经常组织专人排查郑
州地区各在建工地，发现工地
排气道工程不是该组织会员承
建，就安排人员混进工地，打砸
烟道后到工地所属质监站进行
恶意举报，造成工地无法竣工
验收，迫使排气道安装企业退
出工地，已经安装的排气道产
品被迫拆除，给排气道安装企
业造成巨额经济损失。

该黑社会性质组织
19名成员全部获刑

2018年6月，郑州警方接
到一份举报“河南省排烟气道
协会会长潘某严”等人涉嫌违
法犯罪的线索后，市局党委高
度重视，迅速要求犯罪侦查局
和经开分局联合成立专案组，
抽调专人围绕举报材料反映的
内容进行全面侦查。

经过 8 个多月的缜密调
查，专案组全面掌握了潘某严
等人的犯罪事实，并决定收
网。2019年3月2日，专案组
抽调大批精干警力，在郑州黄
河路与姚寨路交叉口的天一大
厦内，将潘某严等人全部抓获
归案。

据专案民警介绍，在侦查
中，查明了该组织实施的大量
其他违法犯罪活动，如寻衅滋
事、敲诈勒索、强迫交易等。

2020年8月5日，郑州市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对潘某严等人作出一审判决：
判处潘某严犯组织、领导黑社
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
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处
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寻衅滋
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
罚金人民币五万元；犯敲诈勒
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
罚金人民币十万元；犯强迫交
易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
罚金十万元；犯重婚罪，判处有
期徒刑一年；数罪并罚，决定执
行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
权利五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
财产，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五
万元。

杨某、李某平、刘某泉、孟
某青等18名嫌疑人分别获刑
十二年至一年零十个月不等。

潘某严被民警抓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