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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注金额
1000 元

50 元
5 元

23 元
154 元

1463 元

第2021081期中奖号码
04 05 09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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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销售总额为373460元，中奖
总金额为416202元。

中奖注数
30注

972 注
8908 注
462注
694注
120注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210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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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2100元。

中奖注数
494 注

0 注
1336注

中奖号码：3 4 0“排列3”第21081期中奖号码

2 4 1
“排列5”第21081期中奖号码

2 4 1 6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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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4 10 12 18 23 25

全国
中奖注数

全省
中奖注数

8852481元
155342元
3000 元
200 元
10 元
5 元

5注
155 注

1405 注
78984 注

1512448注
10743968 注

0 注
2注

37注
3256 注
64091注

519275注

红色球 蓝色球

第2021034期

本期本省投注总额：16388260元，本省
中奖总金额为4310169元。

大乐透
开出6注1000万
10亿元大派奖下周来袭

开出6注一等奖

当期一等奖在全国开出6注，单注奖金
1000万元，贵州毕节中出3注，安徽滁州、福
建厦门、浙江杭州各中出1注。

数据显示，本期贵州毕节3注1000万元
一等奖出自同一体彩实体店，出自两张出票
时间相隔仅37秒的彩票之上，一张系4元单
注号码2倍投注彩票，中得奖金2000万元，另
一张系2元单注号码彩票，中得奖金1000万
元。同期二等奖开出74注，每注奖金18.40
万元；其中22注采用追加投注，每注多得奖金
14.72万元。追加后，二等奖单注总奖金33.13
万元。三等奖开出308注，单注奖金1万元。

奖池方面，当期开奖结束后，10.87亿元
滚存至4月3日（周六）开奖的第21036期。

10亿元大派奖下周来袭

为回馈广大购彩者，国家体育总局体育
彩票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1年超级大乐透派
奖活动。自超级大乐透第21039 期(2021年4
月10日开奖)开始，预计持续20期。本次派
奖资金10亿元，从超级大乐透调节基金列支。
若派奖活动尚未到期，但调节基金余额不足
以支付当期派奖奖金时，则当期不再派奖，派
奖活动结束。

本次派奖活动是全奖级派奖，购彩者只
要采用追加投注方式购买大乐透彩票，即可
参与派奖活动。派奖期间，一等奖派奖总奖金
4亿元，每期2000万元，3元追加投注，最高可
中3600万元；二等奖派奖总奖金1.5亿元，每
期750万元，派奖期间，进行追加投注且中得
二等奖的彩票（含多期票），单注派奖金最高
可等同当期基本投注和追加投注奖金，意味
着浮动奖金最高可以翻一倍；固定奖派奖总
奖金4.5亿元，派奖期间，进行追加投注且中
得三至九等奖中任意奖级的彩票（含多期
票），同时中得派奖奖金，单注派奖奖金为当
期对应奖级单注奖金的50%。

普惠大众的10亿元大派奖，下周即将来
临，你准备好接收大礼了吗？（中体）

3月31日，体彩大乐透第21035
期前区开出号码“05、11、16、30、32”，
后区开出号码“03、04”。当期全国销
量为2.82亿元，为国家筹集彩票公益
金1.01亿元。

本报讯 4月 1日，中国足协
在上海召开俱乐部会议，新赛季
中超的分组和赛制也随之出炉，
河南嵩山龙门将在广州赛区踏上
征程。今年的中超将分组进行三
个阶段比赛，踢满30轮，按最终的
积分决定排名，这样的设计很大
程度上回归了常规赛制。

新赛季中超将于4月20日开
打，第一阶段仍旧采取赛会制，16
支球队按照上赛季成绩进行蛇形
对阵分为两个小组，并进入广州
和苏州两个赛区。根据就近比赛
的原则，A组所在的广州赛区为：
广州队、山东泰山、重庆两江竞
技、河南嵩山龙门、深圳队、广州
城、青岛队、沧州雄狮。B组所在
的苏州赛区为：北京国安、上海海
港、上海申花、河北队、天津津门

虎、大连人、武汉队、长春亚泰。
从小组实力来看，河南队所

在的A组相对轻松，除了广州和
山东两支传统豪门，以及深圳拥
有较强的纸面实力外，其他球队
水平相当。不过，今年的联赛不
再延续去年的淘汰制，而是将踢
满30轮，各球队之间早晚要进行
两回合对决。

具体赛制为：第一阶段组内
进行双循环比赛，14轮比赛结束
后，产生A组前4名、后4名，B组
前4名、后4名，随后在第二和第
三阶段交叉组成两个新的小组，
进行双循环比赛，此前已经交手
过的球队将不再交手，这两个阶
段分别都是8轮比赛。30轮比赛
结束后，将依据总的积分决定最
终的排名。

虽然目前中超开局仍是赛会
制，但主办方允许球迷进场观
赛。目前，中超第二和第三阶段
的举办方式还没有确定，记者从
嵩山龙门俱乐部获悉，在疫情防
控政策允许的情况下，下半年中
超有可能恢复主客场制度。

值得一提的是，在酝酿多年
后，中超扩军将在明年正式落地，
由16支球队增至18支球队。因
此，中国足协在本赛季实行了特
殊的升降级政策——今年中甲联
赛的第一名和第二名升入明年中
超。同时今年中超没有直接降级
名额，倒数后两名球队，将与中甲
的第三名和第四名进行附加赛，
胜者进入明年中超，负者则进入
明年中甲。

火车票都能退，
演出票为啥不能退？

据这位消费者称，近日他在黄
河票务APP上购买了造氧音乐节
的门票，在不到一个小时之间内改
变了主意，想退票却遭到了困难，

“APP的退款功能只是个摆设，并
不能退，《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都有
七天退货的保障，何况这前后连一
个小时都不到，为什么不能退款？”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郑州造氧
音乐节将于5月22日-23日在郑
州银基国际旅游度假区开场，届时
薛之谦、李荣浩、赵雷、雷米乐队等
国内一线歌手将为河南歌迷打造
一场音乐狂欢盛宴。

但现在歌迷不想看了，退票却
遭遇到麻烦。3月31日，记者联系
上黄河票务APP负责人赵先生，
对方表示“演出门票一经出售概不
退换”是演出行业的普遍规则，之
所以在黄河票务APP上有“退款”
的功能，自己的初心也是想从消费
者的实际情况出发，想做一次打破
行业规则的尝试。“但实践了一段，
发现这样做给公司带来很大的经
营压力，所以现在APP上的退款
功能取消了。”赵先生说，“当然，现
在我们也不是说完全不退，如果消
费者拿着相关证明证实确实不能
到场，我们也是给退的。”

但现在的实际情况是，大多数
消费者都是无理由退款。

经过记者的斡旋，3月31日下
午，赵先生发来信息称“这位客户
的票已退”。记者试图联系投诉者

求证，但截至发稿时，对方一直处
于电话不接、短信不回的状态。

黄河票务没有获得
音乐节主办方授权？

有消费者投诉称，“黄河票务
APP中包含造氧音乐节门票，但
在造氧音乐节的官方微博中并没
有包含黄河票务的购买渠道。”因
此有理由怀疑黄河票务涉嫌欺骗。
但黄河票务负责人赵先生坚称已
取得正式的售票渠道授权，至于是
跟哪家公司签约售票，赵先生以商
业机密为由拒绝透露详情。

3月31日下午，造氧音乐节主
办方，河南五行时代文化传播股份
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孙玥告诉记
者“除了大麦、猫眼、秀动和自己的
官方微店，我们没有做任何授权。”
对于赵先生的说辞，孙玥回复了三
个字“不可能”。

面对双方的各执一词，记者咨
询相关业内人士，得到的答复是，
黄河票务有可能是跟某个门票的
渠道分销商签订的协议，这也属于
合法的售卖范畴，属于业内常见的
商业行为。

“不退不换”
真的是行业规则？

虽然暂时解决了消费者的困
扰，却依然无法打消记者心头的疑
云，演出行业门票不退不换真是行
业共识吗？

记者咨询多方门票售卖平台
发现，“不退不换”还真是以条款格
式写在了观众的购票须知上。

具有多年演出行业经验的李
先生介绍，演出门票是一种特殊商
品，演出票的时间和数量都有限
制，一经出售概不退换，一方面是
为了维护演出市场的利益，如果有
观众购买了大量的门票，在临开演
前退掉，会对演出市场造成很大冲
击。另外，现在各方票务代理平台
众多，各方票房分成也复杂，如果
退票数量庞大，势必会牵涉到各方
代理商的利益。

对此政府监管部门又是如何
规定的？早在2020年12月的一起

“周杰伦演唱会退票事件”中，记者
就咨询过郑州市12315消协，对方
解释，如果公司在郑州可以受理，
属于消费范畴。一般接到投诉电话
后相关人员会根据权限出面协调，
不过不确定是否能协调成功。协调
不成功的话，因为属于民事范畴，
还需走法律途径解决。

门票不能退？
律师可不这么认为

河南中豫律师事务所律师孔
健认为：“我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中第二十五条明确规定，除了
定做、鲜活易腐、在线下载或经拆
封的数字化商品、报纸期刊这四种
例外商品之外，其他网购商品均可
七天无理由退货。”造氧音乐节是
为了生活所需的消费型需求，属于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可“七天无
理由退货”的网购商品，消费者可
以要求退票。同时，“门票一经出售
概不退换”的合同条款系无效条
款，对于消费者没有法律约束力。

结合涉事行业的特殊性，如果
不影响再次售出，则经营方应无条
件予以退换。消费者碰到这样的情
况可以向消协反映，要求调解处
理，如果无法协商，只能作为民事
案件诉至法院解决。

中超今年踢满30轮、明年扩军至18队

河南嵩山龙门将从广州赛区启程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王玮皓

刚买的演出票不想看了，谁来解决退票的烦恼？
□统筹：游晓鹏 执行：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王峰

近期演出市场逐渐升温，不过一个烦心事却让观众闹
心——我买了两张演唱会门票，但不想去看了，能退吗？

这不，3月31日，一位消费者向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反映，自己买了郑州造氧音乐节的门票，一个小时内改变主
意了，却无法退票，问记者能否帮忙解决？

不查不知道，记者多方咨询后发现，“一经出售概不退
换”是行业规则，规则归规则，但它合法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