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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展AⅠ·08

每注金额
5740 元

50 元
5 元

23 元
154 元

1463 元

第2021089期中奖号码
3 9 11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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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奖注数
7注

564 注
8128 注
386 注
415 注
20注

河南销售总额为 405044 元，中奖总金额为
211068元。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210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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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8158元。

中奖注数
826 注
745 注

0 注

中奖号码：3 8 3
“排列3”第21089期中奖号码

2 4 5
“排列5”第21089期中奖号码

七星彩第21039期中奖号码

0 7 0 2 8 4 14

2 4 5 5 5

4193920 元
60590 元
2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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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 12 15 21 25 27 28 16

第2021039期

全国
中奖注数

1 注
5 注

278 注
759 注

10182 注
14891 注

121524 注

全省
中奖注数

0 注
0 注
7 注

26 注
208 注
478 注

2901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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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点一：
豪车竞相杀价，
抄底购车到来

虽然还是工作日，但在奔
驰、奥迪、凯迪拉克、红旗、林
肯、沃尔沃、保时捷等豪华车的
展位上，看车的观众却始终络
绎不绝，很多人就是瞄准豪华
车来的，不少都是携家带口，要
换购更高级的车。

大河车展豪车齐全，来这
里可以一次看遍几乎所有豪华
车，所以懂车的河南消费者都
来了，而为了取得消费者的欢
心，豪华车也是放下身段，加入
了现场杀价的大战之中。

奔驰GLA降价五万元，沃
尔沃S90降价十多万，英菲尼
迪Q50L和凯迪拉克CT6都优
惠六万多元，加上林肯大陆直
降六万元，直接把豪华后驱车
的价格拉到了20万元的区间；
SUV 的降价也很给力，奥迪
Q50 优 惠 八 万 ，英 菲 尼 迪
QX50优惠七万五，讴歌CDX
优惠四万……在大河车展上，
消费升级的趋势更加明显，也
让豪华品牌发力优惠，争取更
多的销量。

在豪华车的带动下，自主
品牌与合资品牌也纷纷打破价
格底线，一家品牌甚至在之前
的降价基础上，厂家又给予每
台3000元的特价补贴。北京现
代推出100台七五折特价车，
雪佛兰推出88台特价车，东风
雪铁龙推出30台特价车，一汽
奔腾干脆全部车展价售卖，吉
利、长安和长城更是为了争夺
谁是4月份国产车销量一哥而
竞相杀价，就连一向价格稳定
的日系车型，为了从竞争对手

那里抢来销量，也开始降价。周
末几天，车展上的价格竞争将
进入白热化阶段，想要抄底购
车的消费者，千万不要错过。

看点二：
新能源车爆发，
新车值得一看

一楼国产造车新势力四强
——理想、小鹏、蔚来和零跑的
展位，是本次车展最受关注的
热点之一，带来更多炫酷的产
品和概念，让观众更集中、更方
便地参观体验最新的新能源及
智能网联汽车产品。

欧拉、上汽R汽车、广汽蔚
来、几何汽车、奇瑞新能源、上
汽大众ID等新能源汽车品牌
也同场竞技，向观众全面展示
新能源和智能网联相关领域的
新技术和黑科技，展现汽车市
场未来发展方向，“绿动河南”
的新消费风气，让大河车展蔚
然一新。

不光是造车新势力，本届
大河车展上，传统车企也推出
了76款新能源纯电和插电车
型，想要选择新能源车的朋友，
周末不要错过。

不光是新能源车，大河车
展还迎来了80多款首发新车，
其中不乏全国首发的新车。江
铃福特的领裕、长安福特的新
福睿斯、斯柯达明锐Pro、上汽
大众 ID4、北京现代第五代途
胜L、奇瑞艾瑞泽5PLUS、一汽
丰 田 亚 洲 狮 、一 汽 大 众
ID.4CROZZ、一汽奥迪国产
e-tron、上汽牛、北京现代全
新名图、长安林肯航海家已经
在车展完成了全国首秀，接下
来的几天，一汽奔腾T55、长安

UNI-K、广汽埃安AIONY也
将在大河车展与车迷第一次见
面，关注新车的你一定要来。

看点三：
千万级网红亮相，
展台惊喜不断

大河车展不光是新车的展
示舞台，也是网红的新秀场，郑
州大广总经理季垚亮说，北京
汽车展位上邀请的都是几百万
粉丝的网红，其他展位上也有
不少网红，为的就是让河南车
迷一饱眼福。

4月10日上午，全网3000
万粉丝的小阿七将携新歌《酒
家》空降大河车展广汽埃安展
位，与河南观众面对面嗨歌。

伴随大河车展和山东齐鲁
车展的同期开展，2021鲁豫车
模大赛也在火爆进行中，河南
和山东车模在现场展示美丽和
活力，线上车模大赛则在抖音、
微博、微信公众号等线上平台
隔空互动，鲁豫两大车展的最
美车模周末不容错过。

厂家对大河车展的重视，
不光体现在邀请网红和模特
上，更在展位的更新换代上，
奥迪带来了只在北上广车展出
场的全新展具，沃尔沃、东风
本田、东风日产、凯迪拉克、
广汽丰田、一汽丰田、一汽-
大众、上汽大众、领克、长安
等品牌不但展位面积大、互动
项目多，而且采用了全新的双
层展位，精彩的展示和洽谈室
里安静的休息区、精美的餐点、
独特的风光，都能让你的周末
之旅与众不同。

看点四：
16万元现金大奖，
进场就有惊喜

本届大河车展也是河南开
年第一大汽车盛宴，为促进汽
车展示推广以及现场销售，组
委会同时推出了看车买车抽好
礼的互动活动，价值百万元，让
观众感受更多的喜庆。

本届大河车展组委会备下
16万元现金大奖，补贴在车展
现场购车的32名幸运车主，每
人5000元现金！参与时间：4
月8日-12日9：00-16：00（最
后一天14：00截止。）参与条
件：凡在2021春季大河国际车
展现场购车的消费者均可报名
参与。参与规则：满足报名条
件的情况下，在一层抽奖台凭
订单填写抽奖卡（一份订单填
写一张），抽奖处在一楼奥迪
展台旁。

车友们除了能够享受到诚
意满满的优惠价格，还能在购
车时收获超值福利：10000张
价值128元的大河生活卡，一
年内享受河南省多数景区免门
票，多家饭店折扣；还有1000
张价值300元的金夫人婚纱摄
影代金券。

此外，每天入场的前5000
名观众，可领取一张即开型福
利彩票，开展前两天，已经有很

多观众拿到了这份见面惊喜。

看点五：
吃喝玩乐逛嗨，
萌宠萌娃互动

大河车展不光有靓车，还
有同场举办的 2021中部（郑
州）宠物水族博览会暨中部小
动物医师大会，有宠物区、撸猫
区、水族区，还有长城萌宠运动
会、小宠嘉年华、文明萌宠福利
探宝、宠物营养DIY等活动，
让你和孩子“撩猫逗狗摸摸
鱼”，与萌宠一起度过一个有趣
的周末。

而大河车展的“联名款”
们，也纷纷推出自己的特色活
动，悠悠跑腿、联动云、农业银
行、建设银行、广发银行、工商
银行、平安银行、橙心优选、金
夫人、中石化……全部都有车
展特别福利，而福利彩票和体
育彩票，则在现场为大家带去
幸运和惊喜。

今天，大河报小记者将走
进大河车展现场，在汽车王国
中学知识、玩游戏、拿奖品，还
能观看发布会，采访车企高管。

周末到来，车展进入最佳
逛展时机，无论你是买车还是
休闲，大河车展都在郑州国际
会展中心等你来。

五大看点 百万巨奖

大河车展将迎来人气高潮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祁驿 耿子腾 洪伊皖 实习生 邢艺潇 田雨 文 记者 平伟 摄影

4月9日，2021春季大河国际车展第二天，前来看车的消费者携家带口，
络绎不绝；车商杀价、展位表演、现场互动等轮流上演，更是吸引了人们不少眼
球。随着周末的到来，大河车展人气将再上一个新高度，而五大精彩看点，也会
让大家的车展之旅不虚此行。

2021春季大河国际车展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