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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注金额
59896 元

50 元
5 元

23 元
154 元

1463 元

第2021078期中奖号码
1 12 15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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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7838元，中奖
总金额为135149元。

中奖注数
1 注

281 注
4985 注
198 注
149 注

6注

1128348元
80596 元
2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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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34期

全国
中奖注数

1注
2 注

144 注
483注

4961 注
8446注

58007 注

全省
中奖注数

0 注
0 注
1注

10注
82 注

217 注
1305 注

05 07 09 13 22 26 30 16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210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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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6232元。

中奖注数
273 注

0 注
1562 注

中奖号码：079
“排列3”第21078期中奖号码

6 8 6
“排列5”第21078期中奖号码

大乐透第21034期中奖号码

前区08 10 14 25 34后区07 08

6 8 6 3 6

投资方撤出，
江苏、天津两队命运不同

2021赛季中超将在4月20日开
战，但三级联赛准入名单的出炉却一拖
再拖。由于多家俱乐部财务出现问题，
中国足协一直努力施以援手，并不断给
俱乐部留出自救时间。关注度最高的
无疑是上赛季冠军江苏队和老牌劲旅
天津队两支中超球队。

3月29日下午，联赛准入名单终
于姗姗来迟。令人意外的是，原本被
外界一片看衰的天津队起死回生，而
最有希望转危为安的江苏队则未能迎
来奇迹，告别了职业足球舞台。1994
年就进入职业足坛的江苏队在2015
年底进入“苏宁时代”，这支斥巨资打
造的球队近年来一直是联赛豪门。上
赛季，江苏队历史上首次夺得顶级联
赛冠军，但随着苏宁集团突然决定撤
资，球队和球迷还未细细品尝夺冠的
喜悦就瞬间跌入谷底。

今年2月底，江苏队官宣暂停运
营。近来，不断传来有企业愿意出手相
救的新闻，但最终未能留住火种。作为
中超冠军，江苏队阵容班底极强，品牌
效应也好，拥有大量球迷，如今走到无
人接手的地步，实在是令人唏嘘。而

“夺冠即解散”的尴尬，让中国足球成为
世界足坛的笑柄。

相比之下，天津队能够继续留在
中超则是幸运的。事实上，投资方泰
达集团想要放弃足球俱乐部的想法早
已尽人皆知。一直以来天津队的各种
欠薪丑闻不断爆出，被外界认为已经
进入“死缓”状态的天津队能在最后一
刻复活，来自于天津市体育部门的挽
救，接下来球队将以天津足协托管的
形式，一边征战中超，一边寻找新的投
资方。毕竟，作为2023年亚洲杯的举
办城市之一，天津需要一支球队来留
住这座“体育之城”的面子。据悉，天
津队已经由于根伟挂帅，重组教练团
队，并召回四散在各地的球员，准备集
中复训。不过，外援离开、主力流失、
没有冬训，天津队在新赛季的中超很
难再有作为。

两年20家俱乐部退出，
金元足球的伤害何时消退？

新赛季，除了江苏俱乐部之外，另
有泰州远大、内蒙古中优、北京人和、
江苏盐城鼎立、深圳壆岗5家俱乐部消
失在了中国足坛。这其中，北京人和
作为一支老牌劲旅，从冲进亚冠、足协
杯夺冠的辉煌到化为乌有，仅仅过了
几年时间。在金元足球退潮的过程
里，谁也不知道未来还会有哪支球队
走向崩盘。

自从恒大进军足坛，缔造了7连冠
王朝，也拉开了中国金元足球的序幕。
各大豪门展开军备竞赛，天价引援屡屡
刷新记录，国脚的身价也一路飞涨，国
内球员普遍高薪低能。一时间，中国足
球变成“人傻钱多”的代名词。虽然金
元足球带动了联赛的红火，但在一片泡
沫的大背景下，足球投资环境恶化，俱
乐部运营成本不断增加，负担越来越
重。

2020年，在疫情因素的叠加影响
之下，金元足球的泡沫彻底破裂，中国
足坛爆发“退出潮”，14家足球俱乐部
宣布解散。2021年，俱乐部中性名改
革开始实施，不少投资足球的企业失
去了宣传效应，纷纷打起退堂鼓。短
短两年间，就有多达20家职业足球俱
乐部销声匿迹。如今对于球员和球
迷来说，俱乐部能够有一个稳定的投
资方，球队能不为生存发愁，就已是最
大的幸福。

一周前，中国足协主席陈戌源表
示，中国足球需要找到一条符合国情
的发展道路。一家职业俱乐部的负责
人告诉记者，俱乐部想要长远的生存发
展，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盈利模式”。
为了给俱乐部减负，中国足协不断在

“注资帽”“薪酬帽”“奖金帽”“转会帽”
等政策上加码，促使俱乐部投资回归合
理水平。新赛季，酝酿已久的“职业联
盟”也呼之欲出，把职业联赛交给投资
人来管理、决策、经营和收益，用彻底的
职业化让联赛回归足球本身。不过，
想要将中国的职业联赛做成一门好生
意，未来还有很远的路。

本报讯 3月28日，记者从省体
育局获悉，在广州举行的国家步手枪
射击队东京奥运会最终队伍选拔赛
中，河南队选手史梦瑶在女子50米
步枪三姿项目中以总分第一的成绩，
拿到通往东京奥运会的门票。这也
是继何正阳、张雨之后，河南射击队
入选奥运阵容的第三人。

本次选拔赛共分为4站，每个项
目通过选手们4站比赛总积分排名，
产生参加东京奥运会的两个名额。
广州站是本次选拔赛的最后一站。
几天前，河南选手何正阳、张雨凭借
出色发挥，分别在男子10米气手枪
混合团体、女子10米气步枪混合团
体项目中拔得头筹，从而拿到东京奥
运会“门票”。

事实上，在此前的三站选拔赛
后，河南选手史梦瑶凭借出色的发
挥连夺三冠，已经拿到足够的积分，
提前锁定了一个奥运席位。对于史
梦瑶来说，最后一站比赛只是一场

“演练”。此次第四场选拔赛，史梦
瑶最终以领先第二名5.1环的绝对

优势再度强势夺冠，展现出了绝对
实力。

赛后她说：“决赛整体挺满意
的，在这个地方打，氛围比较好，比
平时训练更刺激，紧张感更强，我自
己也很享受这个过程，这场本来压力
不是特别大，自己更想体验一下比赛
的感觉。”

在此次比赛中，陈东琦、王泽儒、
高莹、赵若竹对另一个奥运参赛席位
展开了激烈争夺。经过比拼，本场过
后史梦瑶在总积分榜上以235分排
名第一，内蒙古老将陈东琦以141分
排名第二，两人携手进军奥运。

在女子50米步枪三姿项目上，
中国队有着不错的传统，杜丽曾在
2008年获得该项目的奥运会金牌。
上届里约奥运会，张彬彬、杜丽分别
摘得银牌和铜牌。今年的东京奥运
会，史梦瑶肩负着冲击金牌的重任。
对于杜丽等前辈们留下的宝贵经验，
史梦瑶说：“我们肯定都有很高的期
望，现在只能先做好自己，向她学
习。”

卫冕冠军江苏队告别，天津队“起死回生”

金元足球的伤害，何时能够消退？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王玮皓

3月29日下午，中国足协公布了2021赛季中国足球三级职业联
赛的准入名单，作为上赛季中超冠军的江苏队，告别了职业足坛，而早
就传出要解散的天津队则“起死回生”，重回中超舞台。新赛季，共有6
支球队退出足坛，加上2020年的14支，两年时间，20支球队从中国足
坛销声匿迹。中国足球前些年金元浪潮所带来的伤害，何时能够消退？

史梦瑶射落奥运门票
河南队3人入选射击奥运阵容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王玮皓

江苏足球俱乐部的训练基地已经空无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