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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AⅠ·06

每注金额
21197 元

50 元
5 元

23 元
154 元

1463 元

第2021085期中奖号码
4 5 11 15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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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8358元，中奖
总金额为125929元。

中奖注数
3 注

218 注
3829 注
162 注
119 注

7 注

0 元
13326 元
1916 元
200 元
50 元
10 元
5 元

福彩“七乐彩”开奖公告

一等奖（7+0）
二等奖（6+1）
三等奖（6+0）
四等奖（5+1）
五等奖（5+0）
六等奖（4+1）
七等奖（4+0）

中奖结果

中奖号码

奖级
每注
金额

第2021037期

全国
中奖注数

0 注
11 注

153 注
669 注

4937 注
10112 注
52434 注

全省
中奖注数

0 注
0 注
5 注

40 注
209 注
485 注

1535 注

01 05 06 10 16 19 20 30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210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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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5802元。

中奖注数
647 注

0 注
2418 注

中奖号码：2 3 5
“排列3”第21085期中奖号码

9 9 6
“排列5”第21085期中奖号码

大乐透第21037期中奖号码

前区10 21 27 29 33后区04 12

9 9 6 1 5

北京琳海 广纳英才
——精英人才计划

北京琳海植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专注园林植保12年，是集园林养护产品研
发、销售、园林养护、培训、园林植保技术咨询为一体的综合性公司，开启了高工效园
林植保养护新时代，产品曾荣获中国园林养护十佳品牌。现下辖4家全资子公司，
分设园林销售事业部、工程项目事业部、高尔夫销售事业部、园林养护事业部、生产
事业部等五大部门。

在国家绿色发展的战略引领下，园林绿化和植保养护拥有无限增长潜力，是“永远的
朝阳产业”，公司近来年高速发展，现面向社会启动精英人才计划，招募销售精英30人。

■招聘岗位：销售区域经理■
▶薪酬待遇：年薪10万+，2-3年20万+到30万+，5年后挑战百万年薪。▶工作职责：负责园林植保产品销售，园林植保技术方案实施与服务，客户管理、市
场管理与开拓。▶任职要求：诚实守信，热爱园林行业，事业心强，遵纪守法，学习能力强，有良好的
市场开拓能力，适应驻外工作。▶学历及专业要求：园艺、园林、植物保护、农学、市场营销、化学化工、资源与环境、
生物工程等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有工作经验或优秀毕业生，院、系干部及班干部优先。▶报名时间：2021年4月30日前。针对有从事销售岗位意向的
优秀应往届毕业生，及有工作经验者本招聘长期有效。▶报名方式：
1.邮箱报名:北京琳海公司邮箱号：bjylzb98@163.com
2.微信报名:微信号：f18511969168
3.联系人:张部长 电话：18511969168

众木成琳 广纳英才
携手琳海 共创未来 应聘报名二维码

扫描二维码加好友
线上咨询办理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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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65796171
大河报广告中心服务点：

公 告
根据洛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准建设S319夏宜线伊川汝阳交界至伊川宜阳

交界改建工程已开始施工，为保证工程建设顺利进行，经报请伊川县人民政府同意，
拟对X038宜老线（G208路口至伊川宜阳交界）段施行交通管制措施。
一、管制时间：2021年04月06日至2021年12月31日
二、管制措施：管制期间，道路全幅施工请车辆绕行。
三、车辆绕行线路：

（1）鸣皋镇至白杨镇方向
鸣皋镇 X056（高鸣线）草场东 X051（平莲线） 白杨镇

（2）白杨镇至鸣皋镇方向
白杨镇 X051（平莲线）草场东 X056（高鸣线）鸣皋镇

特此公告
伊川县公路管理局

伊川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 ▶

▶ ▶

注销公告
郑州万山锶源生态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0182MA4496D81W) 经
股东决定拟注销，已成立清算
组进行清算，请各债权人自接
到本公司通知书之日起30日
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
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
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65796171
大河报广告中心服务点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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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S96洛栾高速公路收费站超宽车道扩宽改造计划，旧县收费站
和嵩县收费站将于2021年4月6日至5月21日封闭站区下站最右侧车
道（超宽车道）进行施工改造，届时将禁止旧县站、嵩县站超宽车辆下站
通行。施工期间，所有车辆宽度在3.2米及以上的超宽车辆请避开旧县
收费站、嵩县收费站选择其他收费站通行下站。在此，提醒通行洛栾高
速的超宽车辆提前规划合理路线。施工现场所有车辆请配合现场交警
和保通人员的现场指挥，确保通行安全。

河北翔达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洛阳市公安局高速交警支队
2021年4月6日

关于洛栾高速旧县收费站和嵩县收费站超宽车道扩宽施工交通管制的通告

数百家摊贩云集包围小区道路
“农村”赶会的热闹盛景再现

4月4日，接市民反映后，记者前
往现场查看。该庚会涉及郑州市惠济
区英才街、银通路和金达路、香山路等
多条道路，每条道路两侧和中间，全是
各种各样的小摊。这个庚会已是传
统，几乎每年清明节期间都有。

晚上10点，记者重返现场看到，
该庚会已经结束，小商贩们都已收拾
行囊，准备撤离。对此，附近很多居民
意犹未尽，“假期三天，这样的庚会如
果能再有一天就好了。”

“赶会”给城市增添了热闹气氛
但占道经营却影响了城市交通

前来逛会的附近居民说，这让他
们想起了儿时农村的赶会场面，“买不

买东西，赶庙会的感觉很放松，看看琳
琅满目的小商品，很开心。我们一家人
这两天分几拨去逛，很是开心。以前觉
得城市好冷清，尤其一到过节，大家都
出游去了，城市更显冷清。这次突然来
个庙会，感觉很热闹。”这也勾起了很多
郑漂人儿时在农村的美好记忆。

但也有市民持不同意见。这个集
市虽好，但毕竟占用了城市道路，这就
对交通造成了影响。

现场有执法人员
一旦影响交通会进行合理疏导

4月4日，郑州市城建热线值班人
员说，“这个庚会也是形成很久了，算是
多年的传统，迎宾路办事处在现场也设
有执法人员，一旦影响交通就会进行合
理疏导，这个庚会总共两天也就结束
了”。

惠济区金洼村庚会年代很久了
民俗不能丢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惠济区本
地人，我们这里一直都有这个传统，每
个村每一年都有一次或者好几次会。
小时候，一到村会，还会放假。”有网友
留言，这个庚会从古至今都有，“我们
除了过年就盼春会这天了！”

还有网友们说，郑州市惠济区金
洼村一年就这一个会，堵是堵了点，但
这是几辈人传下来的，都能理解！老
传统该有的还得有。农村庚会是传统
文化，挺好的，要是都取消了还有什么
意思？也就两天，里面有些小东西平
时还真不好买到，价格还便宜。城市
需要这样的市井，平时工作生活压力
那么大，周末能逛一逛这样的庚会，多
好。虽然占用了一些道路资源，但商
贩们多了一条活路，就几天的时间，忍
忍都过了。

不过，也有少数网友认为，赶集或
赶会是农村的老传统，现在都市区化
了，似乎应改改了。

“4日从那儿过看见了，现在没有
城中村了，咋还有？以前住城中村的
时候经常有这样的会。”一网友说。

“在我家楼下，有会，开车不好回
家。尽量别影响交通，还是可以的。”
有附近市民建议。

城中村改造当中
村落的传统咋管才能更好继续？

对此，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党曼
在其《城市化进程中的冲突与尴尬
——郑州都市村庄庙会问题研究》一
文中提到，都市村庄庙会往往规模比
较大，涉及层面很多，治理起来有一定
难度，需交通、公安、卫生监督、城管等
多部门联合执法，才能确保效果。因
此，首先要建立领导机构，制定综合治
理方案。其次，强化责任意识，明确任
务分工。再次，对庙会举办地适时采

取单行、分流、限行等措施，加强对庙会现
场的巡视管理，及时处置各类突发事件，
确保庙会现场的安全秩序。

河南财政税务高等专科学校的李海
霞在其《关于解决城市化发展与城中村传
统庙会矛盾的建议》一文中也曾详细提
到，目前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发展与城中村
庙会的矛盾，并非无法调和。

在城中村改造中，安置小区规划应预
留景观街道，提供庙会场所和人文氛围，
与街道办、社区、物业部门联手举办庙
会。利用城中村内部小街道改建，进行整
体景观规划，提供庙会场所。对一些未进
行改造的有条件的面积较大的城中村，村
委会可对大小街道适当拓宽并营造景观，
在公共场所开辟适宜的广场绿地，闲时给
村民提供休闲娱乐场所，庙会时又可以搭
建戏台唱戏。村中内部街道统一规划，自
主管理，给村内每年庙会提供干净便捷的
场所，自建自管不但可以继续让村民过传
统的庙会节，给民间艺人提供传播技艺及
谋生的场所，还不占用城市干道，不给城
市添“堵”。

村委会应与交管合作，对村庄附近城
市支路小路进行限时管制。临时占用城
市道路举行的庙会，提前通知司机绕道行
驶，并在街道办协助下，做好安全卫生和
税收方面的工作。

针对农村的传统庚会，可以借鉴上述
好的建议。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宁田甜 文图

郑州惠济区一传统庚会占道经营，影响交通引争议

4月4日，郑州有市民反映，在他们家旁边的道路上，突然来了数百
个小摊贩，趁着清明节假期，在马路上摆摊设点。这个场面，很像农村
赶会一样热闹。虽然方便了周边市民购买服装、美食、日用品等，但因
占压了多个车道，对周边交通也造成了一定影响。这个庚会（赶大集），
4月3日、4日已经在此两天了。

这一农村样式的庚会，附近群众有何看法？传统农村庚会占道经
营，对交通有一定影响，相关部门是何种态度？针对传统“赶会”，在市
民情怀和城市管理上如何兼顾？

4月4日中午，银通路上庚会正热闹，但出租车艰难通行。

“赶会”真热闹，路却有点堵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