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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注金额
50859 元

50 元
5 元

23 元
154 元

1463 元

第2021197期中奖号码
6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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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302元，中奖
总金额为115452元。

中奖注数
1 注

272 注
4388 注
222 注
127 注

3 注

0 元
27324 元
1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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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85期

全国
中奖注数

0 注
4 注

186 注
631 注

6713 注
10600 注
69375 注

全省
中奖注数

0 注
1 注

14 注
23 注

178 注
241 注

1896 注

04 05 07 09 18 21 28 19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211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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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1378元。

中奖注数
607 注

0 注
2199 注

中奖号码：0 5 3
“排列3”第21197期中奖号码

0 6 4
“排列5”第21197期中奖号码

大乐透第21085期中奖号码

前区01 12 15 26 35 后区10 11

0 6 4 3 5

1.参加郑州市防汛救灾及其他
地市防汛救灾一线工作人员信用信
息。2.参与受灾群众帮扶救助、卫
生防疫一线的工作人员信用信息。
3.参与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保障城
乡村居社区安全的志愿者信用信
息。4.参与维护城市管理、市场经
营秩序的工作人员，以及后方支援、
舆论引导、信息统计等保障人员信

用信息。5.捐款捐物支援防汛救灾
的个人或企业法定代表人信用信
息。6.圆满完成市委市政府安排的
临时性紧急生产任务的企业、在防
汛救灾物资供应等方面有突出贡献
的企业或组织的法人及相关高层管
理人员信用信息。7.参加防汛救灾
受到国家、省、市、区（县）表彰的个
人信用信息。

个人、企业积极救灾可获信用奖励
医疗租赁出行等可享相应优惠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冯子雍

个人或企业积极参与救灾，
可以获得信用奖励了！为发挥社
会信用政策对做好防汛救灾的支
持作用，郑州市信用办7月25日
发布《关于防汛救灾期间社会信
用有关政策的通知》，明确对防汛
救灾有积极贡献的个人和企业，
将获“良好”信用，并可享受到一
系列激励政策。

反之，违反救灾安排，有哄抬
防汛救灾用品和民生商品价格等
不良行为的企业，信用信息上将
被记上“不良”，受到相应惩戒。

《通知》指出，信用信息的报送
以自主自愿为原则，有两种报送方
式，分别为个人通过网络上传，或者
行业主管部门汇总报送。

在全市防汛救灾工作结束后，
各部门单位如实、准确收集相关信
用信息，并及时推送至市信用平
台。年满18周岁、具有完全民事行
为能力的郑州市常住市民，可随时
通过“郑好办”APP“商鼎分”栏目上
传个人相关证明材料。

报送的个人信用信息必须包括
姓名、性别、身份证号（或其他有效身
份证件号码）、具体事项等内容。

报送的企业组织社会信用信息
必须包括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具体事项等内容。

信用优秀及以上市民可在图书
借阅、养老、医疗、租赁、出行、信贷、
旅游等方面享受相应优惠政策。

产生良好信用信息的企业和社
会组织，由行业主管部门推荐列入
市信用办联合有关部门发布的“郑
州市防汛救灾工作社会信用红榜”，
并在政府政策扶持、信用贷款、评优

评先等方面享受惠民便企政策；相
反则依法依规列入“郑州市防汛救
灾工作失信名单”，并在政府政策扶
持、评优评先等方面予以限制。

为减轻对企业生产经营影响，
对因防汛救灾或受灾情影响造成的
企业失信记录，经有关部门认定，暂
不纳入市信用平台。

圆满完成市委市政府安排的防
汛救灾任务、临时性紧急生产任务、
防汛救灾物资供应、捐款捐物支援
防汛救灾等方面有突出贡献的，并
经行业主管部门认定推荐的企业和
组织信用信息。

《通知》明确，防汛救灾期间，不

服从全市统一指挥和安排，有哄抬
防汛救灾用品和民生商品价格、制
假售假等扰乱市场秩序行为，以及
其他违反国家、省、市关于防汛救灾
工作要求，经行业主管部门认定的
企业和社会组织，将被记入不良信
用信息。

跳水赛场，中国“梦之队”将延
续夺金势头，16岁的陈芋汐和17岁
的张家齐将在女子双人十米台比赛
中冲金，两位小将虽然都是首次参
加奥运，但他们不满14岁时就已经
成为了世界冠军，近几年的世界大
赛中，俩人的表现都是无懈可击。

女子重剑团体项目，刚刚拿到
个人冠军的孙一文将携手队友林声
和朱明叶再度出征。三位女剑客曾
联手获得过世锦赛冠军，目前三人
的实力都在世界前十的水平。孙一
文的金牌不仅让她卸下了压力，同
时也给了队友极大的鼓励，轻装上
阵的三剑客期待为奥运之旅画上圆
满句号。

中国跆拳道队此次奥运之旅并
不顺利，里约奥运会冠军赵帅、四朝
元老吴静钰、小将周俐君均未能收
获金牌，夺金重任目前落在了郑姝
音肩上，作为卫冕冠军，她将全力冲
击女子跆拳道67公斤以上级金牌。

男子100米仰泳决赛，里约奥

运会银牌得主徐嘉余在预赛中总排
名第三，决赛中，他将全力冲击中国
游泳的第一金。

射击赛场，何正阳将成为河南
首位亮相的男选手。今天上午，10
米气手枪混合团体比赛中，何正阳
将与陕西姑娘王倩搭档出战，另一
对中国选手则是老将庞伟搭配姜冉
馨；今天下午，在10米气步枪混合
团体比赛中，“00后”郑州姑娘张雨
将与16岁的盛李豪搭档出战，此前
盛李豪已摘下该项目个人银牌，而
另一对中国选手实力更强，是奥运
首金得主杨倩搭配个人铜牌得主杨
浩然。在偶然性极大的射击赛场，
期待两位河南小将带来惊喜。

今晚，女子体操团体项目迎来
决赛，中国队在此前的资格赛中发
挥稳定，郑州姑娘芦玉菲更是凭借
甜美的形象走红网络，此番她将携
手队友与美国、俄罗斯等强队展开
最终的较量。

女子三大球今日都将迎来比

赛，朱婷所在的中国女排将在小组
赛第二场比赛中对阵实力强劲的美
国队，这无疑将是一场恶战。此次
朱婷带着手腕的伤病出战，也将导
致中国女排的火力锐减。如果中国
女排无法逾越美国，出线形势将变
得非常被动。

今晚，中国女足将迎来与荷兰
的最后一场小组赛，在出线希望不
大的情况下，此役至关重要，还未能
获得出场机会的河南姑娘王莹随时
准备披挂上阵。同一时间，中国女
篮将在首秀中对阵波多黎各，河南
姑娘张茹将迎来亮相。此次中国女
篮老中青三代搭配，球队在经验、实
力、活力上达到平衡。在东京重塑
辉煌，是女篮姑娘们的梦想。

快手是 2020 东京奥运会及
2022北京冬奥会持权转播商，想了
解更全面奥运赛场资讯，参与冠军
访谈实时互动，解锁奥运观赛新体
验，上快手看奥运吧。

何正阳、张雨，注意查收！
河南首金也许正在派送的路上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王玮皓

【个人】积极救灾将获“良好”信用
对防汛救灾工作做出以下贡献的个人，可获得个人良好信用信息。

【企业】积极救灾获“良好”，哄抬物价记“不良”
积极参与防汛救灾的企业和社会组织，也可以获得良好信用信息。

【措施】良好信用获激励，不良信用受惩戒

【方式】信用信息这样报送

本报讯 昨日，中国
体育代表团未能斩获金
牌，“丢金”成为了主题，
在跳水、游泳、举重、乒乓
球四个优势项目上，中国
选手都与金牌差之毫厘，
屈居亚军。

今天，东京奥运会将
在游泳、跳水、跆拳道、举
重等 14 个项目中产生
22枚金牌，中国军团拥
有不少夺金点。当天，河
南有多名运动员亮相，何
正阳、张雨将在射击赛场
上向金牌发起冲击。

何
正
阳

张
雨

今天22枚奥运金牌，中国军团拥有不少夺金点

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