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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AⅠ·04

“洛阳市轨道交通1号线，试
运行正式启动！”昨天上午，随着地
铁车辆从红山车辆段开出，洛阳轨
道交通1号线开始为期三个月的
试运行，这标志着洛阳人即将迈入
地铁时代。

这意味着1号线距离正式开
通运营又向前迈进了关键一步!

试运行是轨道交通从建设阶
段过渡到载客运营必经的一个环
节，是线路在载客运营前最后一个
重要试验阶段，也就是通过不载客
列车运行，对运营地铁组织管理和
设施设备系统的可用性、安全性和
可靠性进行检验。

据了解，此次试运行共分为三
个阶段进行：第一个阶段为12月1
日至 12 月 15 日，为系统功能核

验，系统关联调试期；第二个阶段
为 12 月 16 日至 2021 年 1 月 19
日，为低，中，高密度行车及运行图
测试期；第三个阶段为2021年 1
月20日至2月28日，为连续跑图，
不载客试运行期。

洛阳轨道交通1号线于2017
年 6月开工建设，全线18座车站
主体结构于2019年6月18日全部
封顶，区间隧道于2019年6月26
日全线贯通。2019年5月开始铺
设轨道，总铺轨里程45.8公里，于
2019年 12月 23日全线“轨通”。
全线共设置联络通道22座，目前
全部完成。18座车站站内附属站
台板、轨顶风道已全部完成。

据洛阳轨道交通等报道

11月29日零点20分，随
着最后一班列车回到航海东
路车辆段，郑州市轨道交通3
号线一期工程为期 20天的

“跑图”试运行圆满完成。
从 11 月 9 日开始“跑

图”，20日内测试数据显示，
八项运营指标均符合国家标
准要求，其中运行图兑现率
达100%。“跑图”期间，3号线
严格按照试运营列车运行
图，全线模拟载客运行，首末
班车发车时间分别为早上6
时整和晚上11时整，高峰上
线列车为13列，高峰行车间
隔约为6分钟30秒，平峰行
车间隔约为8分钟，跑完全程
需48分钟。3号线即将蓄势
待发！按照要求年底开通运
营。

有专业人士解释，“跑
图”是指在地铁线路初期运
营前，按照列车正式载客标
准，进行模拟运行。其间，行

车指挥、运行服务、设备检修
将按照初期运营标准运作。
此次郑州地铁3号线“跑图”
试运行采用有人值守下的全
自动驾驶模式，上线运行13
列电客车，备用1列电客车，
检修1列，运行时间为6:00
至23:00，行车间隔压缩至6
分 30 秒，全天开行 294 列
次。“跑图”期间，不对外载
客，但全线运营人员和设备
将完全按照开通后运营载客
标准对列车的信号系统、供
电系统、轨道系统等进行全
方位的测试、试验，并对列车
的正点率、运行图兑现率、设
备的故障率等进行统计分
析。

据了解，将于年底开通
的郑州市轨道交通3号线一
期工程由省体育中心站发往
营岗站，全长25.488公里，途
经二七商业街区、商都历史
文化区，穿越惠济区、金水

区、二七区、管城区、郑东新
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共设
置21个站台，省体育中心站
—王砦站—兴隆铺站—同乐
站—南阳新村站—海滩寺站
—大石桥站—人民公园站—
二七广场站—西大街站—东
大街站—郑州文庙站—博览
中心站—凤凰台站—东十里
铺站—通泰路站—西周站—
东周站—省骨科医院站—圃
田西站—营岗站。换乘站有
11个，分别是省体育中心站
换乘4号线、同乐站换乘8号
线、海滩寺站换乘5号线、大
石桥站换乘7号线、二七广场
站换乘1号线、东大街站换乘
2号线、博览中心站换乘6号
线、东十里铺站换乘4号线、
西周站换乘12号线、省骨科
医院站换乘5号线、圃田西站
换乘8号线。

郑州地铁3号线还是郑
州市第一条轨道交通PPP项

目，它由郑州中建深铁轨道
交通有限公司负责投资、融
资、建设、运营及维护，该公
司的三大股东分别是中国建
筑、深圳地铁、郑州地铁，由
中国建筑负责土建工程及站
后工程施工，建成后将由深
圳地铁负责运营服务。

全国开出12注一等奖

当期全国共开出12注一
等奖，其中 4 注为 1059 万元
（含471万元追加奖金）追加投
注一等奖，花落山西阳泉市（3
注）和重庆渝北区；8注为588
万元基本投注一等奖，分落北
京大兴（6注）、辽宁沈阳和广东
珠海。

对比可见，由于采用了追
加投注，来自山西和重庆的幸
运购彩者，在单注一等奖方面，
要比北京、辽宁和广东的中奖者
多拿了471万元追加奖金，使得
单注总奖金达到1059万元。

值得关注的是，山西中出
的3注追加投注一等奖全部出
自阳泉市同一站点，单票总中
奖金额为3179万元；北京中出

的6注基本投注一等奖则全部
来自大兴的同一站点，单票总
奖金达到了3533万元。

二等奖开出96注，单注奖
金为11.53万元；其中41注采
用追加投注，每注多得奖金
9.22万元。追加后，二等奖单
注总奖金为20.76万元。

奖池方面，当期开奖结束
后，6.58亿元滚存至12月2日
（周三）开奖的第20122期。

加入“微光海洋”
一起为公益打call

你有经历或看到过哪些微
小但感人的暖心事？

公益无关乎形式，无关乎
能力大小。您随手购买的一张
2元体育彩票，就为公益事业贡

献了0.72元，这无数个0.72元
如今已汇聚成5592亿公益金
的拳拳爱心，支持着社会公益
事业和体育事业的发展。购彩
者的随手微公益也正以星星之
火创燎原之势，唤醒了更多公
众的参与，使得公益体彩这片
沃土爱心涌动，为建成全面小
康社会贡献了重要力量。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
温暖有光。体彩+知乎推出微
公益话题活动，便是为了发掘
平凡人身上善意的光芒，凝聚
公众的力量，温暖每个人的
心。如果你也关注微公益，也
有故事想讲给我们听，那就快
打开中国体育彩票小程序，加
入“微光海洋”公益平台，一起
为公益打call，还能赢取幸运
好礼！中体

每注金额
64141 元

50 元
5 元

23 元
154 元

1463 元

第2020283期中奖号码
3 13 15 16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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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注
5092注

246注
202注
12 注

河南销售总额为 383798 元，中奖总金额为
157773元。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202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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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1738元。

中奖注数
493 注

0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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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奖号码：9 8 4
“排列3”第20282期中奖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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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列5”第20282期中奖号码

七星彩第20121期中奖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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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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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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
中奖注数

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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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56537元
31981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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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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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注
91注

1286 注
76982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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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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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注
0 注

49注
3228 注

57364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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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注
0 注

313647注

红色球 蓝色球

第2020121期

本期本省投注总额：17726710元，本省
中奖总金额为5305325元。

一等奖特别奖
一等奖普惠奖
六等奖翻番奖

体彩大乐透上期开12注一等奖
单期筹集彩票公益金1亿元

11月30日晚，体彩大乐透第20121期开奖，前
区开出号码“09、17、27、28、35”，后区开出号码
“03、08”。当期全国销量为2.78亿元，为国家筹集
彩票公益金1亿元。

1号线试运行
究竟试的是什么？

■按照规划，地铁 4 号线将于
今年年底开通运营,4 号线呈倒“L”
形走向，西北起自惠济区老鸦陈站。

■历经 394 个日夜，11 月 29 日
郑州轨道交通 10 号线火车站站主
体结构顺利实现封顶。据了解，郑
州市轨道交通 10 号线一期工程始
于郑州西站，止于郑州火车站，计划
于2022年建成通车。

■11月27日，龙子湖西站第一
仓底板顺利浇筑完成，成为郑州地
铁 12 号线一期首个开始进行主体
结构底板砼浇筑的车站。12号线一
期工程计划2023年底竣工。

开了！
3号线一期工程“跑图”试运行完成！
年底前将开通运营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周广现 通讯员 周静雯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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