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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注金额
16477 元

50 元
5 元

23 元
154 元

1463 元

第2021226期中奖号码
4 9 13 16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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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注

266 注
3930 注

277 注
242 注

20 注
河南销售总额为 316978 元，中奖总金额为

155280元。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第20212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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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182元。

中奖注数
698 注

0 注
1568 注

中奖号码：4 8 6
“排列3”第21226期中奖号码

5 0 9
“排列5”第21226期中奖号码

七星彩第21098期中奖号码

1 0 7 7 9 6 + 5

5 0 9 4 3

全奖级派奖最高1000万

据了解，本次派奖活动是2020
年7星彩调整游戏规则之后的首次派
奖，派奖总金额5000万元，派奖囊括
了一等奖到六等奖的全部奖级，单票
投注金额10元及以上的7星彩彩票可
参与本次派奖活动，多期票按期参与
（单期不低于10元）。

根据派奖规则，一等奖共派送
1500万元，单期最高派奖500万元，由
单票单期金额满10元的一等奖中奖彩
票均分，单注派奖奖金最高不超过当
期单注奖金。也就是说，如果当期只
有1注500万元一等奖符合条件，包揽
500万元单期派奖奖金，则单注一等奖
总奖金可达1000万元。

派奖期间，7星彩二等奖奖金将翻
倍，二等奖共派送500万元，由单票单
期金额满10元且中得二等奖的彩票按
中奖注数均分，单注派奖奖金最高不
超过当期单注奖金。

大奖惊喜加码，小奖同样欢乐无
限，此次固定奖派奖奖金高达3000万
元，单票单期金额满10元且中得三至
六等奖中任意奖级，单注奖金即可多
领50%。

目前奖池滚存至2.29亿高位

7星彩一等奖、二等奖或许跟绝大
多数购彩者都很遥远，不过固定奖奖
级大多数购彩者还是有机会手到擒来
的。派奖活动期间，7星彩三等奖单注
奖金固定为4500元，四等奖单注奖金
固定为750元，五等奖单注奖金固定为
45元，六等奖单注奖金固定为7.5元。

7星彩派奖奖金丰厚，同时该玩法
奖池累积奖金也很有吸引力。8月24
日，7星彩第21098期开奖，开奖号码
为“107796+5”，当期全国一等奖中出
1注，单注奖金500万元，二等奖中出6
注，单注奖金5.7 万元。当期开奖过
后，7星彩奖池滚存奖金为2.29亿元。

新7星彩上市后，得到了广大购彩
者的支持和关注，为了感恩这份爱心，
7星彩用派奖回馈期待，希望每位购彩
者都能收获属于自己的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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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1 07 11 14 15 26

全国
中奖注数

全省
中奖注数

5640531 元
114380 元

3000 元
200 元
10 元
5 元

13 注
91 注

2458 注
107427 注

1756843 注
16605396 注

1 注
1 注

130 注
4272 注

68603 注
690472 注

红色球 蓝色球

第2021096期

本期本省投注总额：13622964元，
本省中奖总金额为11137701元。

7星彩5000万大派奖开启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杨惠明

7星彩5000万派奖活动昨晚
隆重开启！自昨日晚间开售的第
21099期起，7星彩预计持续10期
开展派奖活动，活动期间，一等奖单
注最高可中1000万，二等奖奖金翻
倍，固定奖单注奖金增加50%。

本报讯“我上个月订的新车
还没提，会不会被水淹了？”经历过

“7·20”特大暴雨后，有些订过新车
的郑州市民担心，在郑州的汽车厂
家和4S店会把泡水的新车销售给
自己。郑州的汽车厂商有多少受损
的？会不会把泡水车销售出去？该
怎么判断新车是否泡水？又该如何
维权呢？

暴雨时，郑州城区积水高涨，
内涝严重，大量汽车被泡，其中也
包括待出售的新车。

“7月20日之后，整个园区内
都是水，我们展厅当时水深都到胸
口位置了。”位于郑州东南某汽车
园区的一家4S店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园区内多家4S店进水，停放新
车的停车场也被淹，但总数并不是
很多。记者又询问了其他几个汽贸
园区，虽然也有水淹的情况，但新
车受损并不是很多。

“今年情况是比较特殊的，很
多店内都没有什么库存车。”郑州
一家经销商集团的负责人王女士
告诉记者，受芯片短缺的影响，不
少品牌的热销车都处于先订车再
等车的状态，因此整个郑州汽车销
售企业的库存车并不是很多，受影
响的程度也就很有限。她预计，全
郑州泡水的新车应该在千台左右。

“我们园区没有泡水新车，如
果有我也想买，多划算。”郑州一家
4S店的销售经理程先生说，泡水新
车的处理途径一般有两条：进水严
重的，会交由保险公司推定全损处
置；轻微进水的，则会打折处理。

“我们的车保险公司定损后全
拉走了。”一家美系4S店的总经理
证实了这种说法，她告诉记者，想
通过4S店途径买到泡水新车基本
不太可能，“厂家这次也没有专门
的质损车政策，我们放在这里还要

承担停车费和金融成本，卖出去还
有可能被维权，所以我们早就交给
保险公司处理了”。

其他一些轻微进水的新车，一
般是修复后销售给员工，价格多为
6~7折。“一般这些车会在厂家备
案，几年内不许转出，但自用也很
划算啊。”郑州某家豪华车品牌店
的工作人员袁先生说，普通消费者
基本不用担心这次会买到泡水新
车，“像我们是豪华车，打6折，还会
增加质保期，内部员工都会买走
了”。

不少汽车经销商表示，目前没
有泡水新车用来销售，即便有，也
会以较低价格出售。“愿意便宜买
的，签书面协议，低价处理，谁当新
车卖是给自己找麻烦。”郑州一家
国产品牌的销售顾问徐先生说。

河南春屹律师事务所律师表
示，一旦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购买泡水车，而销售合同约定出售
的车辆为新车，并且以新车价格出
售，则该行为涉嫌侵犯了消费者的
知情权、选择权，使消费者陷入错
误认识，属于故意隐瞒真实情况，
构成《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
五条规定的经营者欺诈，4S店可能
会承担“退一赔三”的惩罚性赔偿
责任。

腾发名车总经理苏志伟说，有
些泡水车虽然不用维修，“晒晒就
能开”，但还是能看出来的，如轿厢
内进水，地垫儿会有水印儿，边条
儿会有撬动的痕迹，海绵也会从白
色变成黄色，这些都是不可修复
的。另外，泡水车波纹管、保险丝盒
内这些位置如果有泥沙，也基本是
进过水的。

郑州暴雨后，被淹的4S店不少，有消费者担忧：

会买到泡过水的新车吗？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祁驿 耿子腾 解元利 文图

郑州市一家4S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