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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注金额
2236 元

50 元
5 元

23 元
154 元

1463 元

第2021109期中奖号码
4 5 9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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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734元，中奖
总金额为207442元。

中奖注数
18 注

473 注
5936 注
421 注
382 注
31 注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21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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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932元。

中奖注数
534 注

0 注
1601 注

中奖号码：1 8 3“排列3”第21109期中奖号码

1 7 2
“排列5”第21109期中奖号码

1 7 2 3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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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05 09 13 21 28 33

全国
中奖注数

全省
中奖注数

5735971 元
180976 元

3000 元
200 元
10 元
5 元

24 注
122 注

1736 注
82894 注

1471684 注
12023685 注

0 注
3 注

55 注
3072 注

58439 注
503505 注

红色球 蓝色球

第2021046期

本期本省投注总额：16331364元，本省
中奖总金额为4424243元。

2021年4月30日 星期五 责编 任华飞 美编 杨阳

调查AⅠ·12打通郑州“断头路”

□策划：热线互动调查部 执行：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李帅

道路改造使小区大门出行不便咋办？
规划部门建议：老旧小区居民可以向辖区街道办事处或社区反映

超级大乐透 10亿大派奖第9期开奖，再现
3600万元封顶一等奖！4月28日晚，超级大乐透
第21047期开奖，前区开出号码“01、06、09、25、
33”，后区开出号码“04、08”。当期全国销量为
3.61亿元，为国家筹集彩票公益金1.29亿元。

追加投注获惊喜 开出1注3600万

追加投注是本次10亿大派奖的唯一门槛，3元
最高可中3600万。当期超级大乐透全国共中出2
注一等奖，其中1注为追加投注一等奖，获得单注
封顶奖金3600万元（含派奖奖金1800万元），花落
四川省眉山市。

数据显示，四川省眉山市中出的3600万元一
等奖中奖彩票为一张投注金额6元的追加投注
票。这是继超级大乐透第21042期开奖后，10亿大
派奖期间开出的第2注3600万元单注封顶一等奖。

此外，还有1注为1000万元基本投注一等奖，
花落天津市。

据统计，当期二等奖开出74注，单注奖金为
23.68万余元；其中44注采用追加投注，每注多得
追加奖金18.94万余元，根据10亿元大派奖规则，
还将多得二等奖派奖奖金17.04万余元，追加后，二
等奖单注总奖金为59.67万余元。

固定奖方面，当期共派送奖金1919万元。

下期一等奖派送2200万元

按照超级大乐透 10亿元大派奖规则，本期
2000万元一等奖派奖金额剩余200万元，顺延滚入
下一期，下期一等奖将派送2200万元；本期750万
元二等奖派奖金额全部派送完毕，下期将继续派送
750万元；当期固定奖共派送1919万元，余额2.07
亿元。

超级大乐透10亿元大派奖火热进行中！体彩
史上力度最强派奖，追加投注即可参与，所有奖级
都派奖，3元最高可中3600万，多重亮点吸引了广
大购彩者的注意，再掀彩市狂欢。同时，各省市也
陆续推出“加码”活动，送出各种实惠精美的礼品，
为派奖再添一份热度。

购彩者每花2元钱购买1注超级大乐透，就有
0.72元成为彩票公益金，超级大乐透感恩公益有
你，10亿倾情奉献好礼,邀您共享欢乐盛宴，精彩不
容错过！中体

再现3600万

大乐透派奖第9期
开出封顶一等奖

为激发全市消防救援队伍学习党史热情，进
一步检验全市指战员党史学习教育成效，近日，驻
马店市消防救援支队举办“一战到底”党史知识竞
赛，来自全市14支代表队的42名指战员参加竞赛
活动。正阳县消防大队在比赛中取得团队金牌战
队，个人银牌党史通的佳绩。下一步，大队将以此
次党史知识竞赛为契机，查找短板不足，创新学习
方法，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向纵深推进，以优异成绩
向建党百年献礼。（尹金燃）

为做好科普教育基地队站开放日活动，丰富孩
子们消防安全知识，4月25日，上蔡县广播电台的

“小记者”们参加了消防救援大队开展的“学子进红
门”参观活动。活动中，孩子们难掩兴奋与好奇，

“蓝朋友”向小朋友们展示各种装备器材，为师生
们精心准备的业务技能表演把活动推向高潮。通
过消防站开放日活动，加深了师生们对消防知识的
了解，让大家更好地去宣传消防、参与消防，让消防
更加贴近校园生活。（马铭洋）

莘莘学子进红门 消防“蓝朋友”展才艺 正阳县消防大队在党史知识竞赛中喜获金牌

一方面郑州城市
框架不断拉大，遗留
了不少有历史问题的
“断头路”；另一方面
各区发展起步不同，
规划协调不畅导致的
新路“断头”。其中，还
夹杂着跨区施工、土
地征收、管线单位不
清晰等因素，导致“断
头路”打通犯起拖延
症。

4 月 28 日、29
日，大河报刊发打通
郑州“断头路”系列报
道后，引发广泛关注，
近百位市民通过本报
0371—96211 新 闻
热线或私信大河报新
媒体平台参与打通郑
州“断头路”的讨论。

郑州实施打通
“断头路”会如何统筹
推进？涉及跨区施工
的，管线单位如何解
决？没有列入打通计
划的“断头路”，该怎
么办？

打通“断头路”如何统筹推进？
跨区如何解决？

据记者了解，目前，郑州市已成立
市“断头路”打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郑州市城乡建设局为“断头路”打
通工作牵头单位。目前计划打通的“断
头路”工作实施方案也已制订，各区已
先后步入实施阶段。据介绍，郑州市

“断头路”打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成
员单位包括市发改委、财政局、城管
局、交警支队、自来水公司、热力公司、
华润燃气公司，市内五区（金水、二七、
管城、中原、惠济）、经开区、高新区等
多个部门。“断头路”打通工作，是由该
领导小组办公室统筹推进，各成员单
位密切协作、积极配合。

为加快市区道路建设和“断头路”
打通工作，该局还成立了中原区、惠济
区（含高新区）、管城回族区（含经开
区）和二七区（含金水区）片区指挥部，
由各片区指挥部负责片区内的整体工
作实施，协调各市级部门、各区、各管
线单位密切配合施工，加快推进前期
手续办理、征迁、施工组织等各个环节
工作进度，避免各区分散作战，管线单
位配合不到位等情况发生。

另外，为加强督导考核，市政府督
查室、市城建局还加强了“断头路”打
通工作的过程控制管理，根据工期计
划，实行月考核机制，定期对各区及各
相关单位工作推进情况进行排名通
报。

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各区城
建部门每周都要向市里汇报“断头路”
打通工作进展，市里每月还会对各区
进展情况进行考核。“断头路”打通工
作已经成为各区城建部门的主要工作
之一。

没列入计划的“断头路”想要打
通，该找谁？

连日来，有不少市民、网友称，他
们家门口的“断头路”也需要打通，长
年存在的“断头路”让他们的生活和出
行非常不便，但不知道该怎么办？

如：市民魏先生说，高新区药厂街
与石楠路，药厂街与雪松路都不通，两
百米的路程就要绕一大圈。

市民张先生说，长兴路下穿连霍
高速停工四五年了，就差一个涵洞没
有建。还有三全路往西目前只到江山
路，不知道什么时候打通，如果把三
全路打通，向西能缓解彩虹桥的压
力。

市民易女士说，工农路与煤机路
两边都是断头路，居民要出行都要绕
到建设路，附近有大的幼儿园和小学，
非常不方便，堵车非常严重。

还有网友华泽天下说，大河路以
南文化路至花园路这段距离，基本上
没有正儿八经的道路可以通到大河路
上，都是断头路。网友佐助说，中原区
民祥北街什么时候打通，中原人家
1000多户居民每天都是在泥土中通
行。

那么，没有在此次打通计划中的
“断头路”，市民想要打通，该怎么办
呢？

相关部门科室负责人告诉记者，
如今郑州市区几乎所有的城市道路都
已交由各区负责管养维护，进行属地
管理。所以，如果市民对家门前的城市
道路有任何意见，或者想要打通家门
口的“断头路”，可以通过向辖区街道
办事处反映，再由辖区街道办事处汇
报给各区。然后，各区会根据实际情况
等，进行相关工作安排。

小区大门改方向、有出行需求，该怎么申请？

采访中，还有不少市民对于家门口“断头路”将要打通表示欣喜，但又忧虑以后的小区大门
改变方向，会对出行带来不便。

家住文化宫路与淮河路交叉口某小区居民说，他们小区现在仅有一个大门进出。他听说，如
果文化宫路打通了，小区大门就会移到文化宫路上，现在的大门会被封起，以后从淮河路上坐公
交车会非常不便，他们想保留现有大门，或者留下一个进出口，方便出行。

规划部门相关人士告诉记者，由于规划部门在规划打通“断头路”时，仅仅是对“断头路”设
计、施工等方面进行规划，并未对沿路小区大门重新进行规划。所以，如果是新建小区，其已规划
好的小区大门是不能随意变动的；但如果是早年修建的老旧小区，其小区大门位置等设计不合
理，或者没有进行专业性的规划，建议居民向辖区街道办事处，或社区反映，由辖区街道办事处、
社区与现场施工指挥部根据实际情况决定。现场指挥部在施工时，也能提前留好小区大门出行
通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