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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21151期中奖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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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等
头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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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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442元，中奖
总金额为69842元。

中奖注数
0 注

189 注
3831 注
196 注
153 注

9注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211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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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6438元。

中奖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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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注

中奖号码：161
“排列3”第21151期中奖号码

8 2 6
“排列5”第21151期中奖号码

8 2 6 9 8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全国开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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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奖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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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球 蓝色球

第2021064期

本期本省投注总额：14852596元，本省
中奖总金额为3568748元。

大乐透
开出6注一等奖
筹集公益金1.07亿

6月9日，大乐透第21065期
前区开出号码“23、25、30、31、
35”，后区开出号码“07、08”。当
期全国销量为2.97亿元，为国家筹
集彩票公益金1.07亿元。

多部门联动执法 解咱购房烦心事
郑州市启动商品房违规销售行为专项整治行动，推进“烂尾楼”解决方案

5848万元追加一等奖落安徽

当期全国共开出6注 1169万元（含
519万元追加奖金）追加投注一等奖，分落
安徽亳州（5注）和重庆黔江区。

数据显示，安徽亳州中出的5注追加
投注一等奖出自同一体彩店，中奖彩票为
一张经5倍投的15元单式追加倍投票，单
票中奖金额为5848万元。

二等奖开出76注，每注奖金18.85万
余元；其中23注采用追加投注，每注多得
奖金15.08万余元。追加后，二等奖单注
总奖金33.94万元。三等奖开出111注，单
注奖金1万元。四等奖开出677注，单注
奖金3000元。五等奖开出12596注，单注
奖金300元。六等奖开出23488注，单注
奖金200元。七等奖开出24345注，单注
奖金100元。八等奖开出720856注，单注
奖金15元。九等奖开出8025839注，单注
奖金5元。

奖池方面，当期开奖结束后，5.39亿元
滚存至6月12日（周六）开奖的第21066
期。

足球公益火热来袭

欧洲杯赛事点燃夏日激情，体彩足球
公益火热来袭！中国体育彩票于6月6日
启动了“体彩，不止运动”主题品牌营销活
动，邀你“一起足球，一起公益”！

活动将结合欧洲杯、东京奥运会、全民
健身日、第十四届全国全运会等体育热点
事件，分三个阶段开展。欧洲杯阶段主题
活动从6月6日持续至7月15日，传递体
彩足球公益，大力倡导理性购彩。奥运会
阶段主题活动时间为7月16日至8月 6
日，号召全民为中国力量加油。全民健身
和全运会阶段主题活动时间为8月7日至
9月30日，通过开展全民健身活动、为十
四运加油助威，助力健康中国。

活动期间，中国体育彩票将通过线上
线下联合传播，鼓励大家积极响应理性购
彩倡议，尽享欧洲杯观赛乐趣和体彩游戏
体验，深入感知体育彩票的社会责任担
当。 中体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陈沛

本报讯 6月10日，第五届老子文
化论坛在老子著述《道德经》所在地
——河南省灵宝市函谷关举行。当天
上午，河南省政协副主席谢玉安宣布论
坛开幕。上午8时许，参加论坛的嘉宾
手持《道德经》竹简，来到函谷关关楼广
场，身着古装的关令尹喜及士兵扮演
者，开关迎宾。嘉宾们进入函谷关，登
高望远，追忆当年老子在此写下《道德
经》的故事，在签名墙上纷纷签字留念，
参观《道德经》藏书，现场体验感受“名
人名关名著”的经典魅力。在来宾欣赏
过舞蹈《紫气东来》及专题片《道德经从
黄河走向世界》后，河南省委宣传部、灵
宝市有关负责同志，专家学者代表分别
致辞。随后，200名学生与来宾共同诵
读了《道德经》经典篇章。

本届论坛上，陈鼓应、王中江、詹石
窗等专家学者现场解读，共同演绎一场
中国对话世界的“老子文化·中国哲学·
东方智慧”的文化盛宴。本届论坛由河
南省委宣传部、河南省委外事工作委员
会办公室、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南
省文物局和三门峡市委、市政府共同主
办。国内外研究老子文化的嘉宾学者
以及媒体记者近千人参加论坛。

□房琳 颜钊

第五届老子文化论坛
在灵宝举行

6月10日，记者从郑州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
（以下简称“郑州市房管局”）获悉，即日起，郑州市商品房
违规销售行为专项整治行动，正式开始。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吴俊池

本报讯 6月10日上午，韵达冷链与大河网络传媒集团
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河南日报报业大厦举行。大河网络传媒
集团总经理唐晓玲、大河网络传媒集团副总经理庞新升、河南
大河速递广告有限公司总经理韦宇龙、韵达冷链总经理牟屹
东、韵达快递河南省公司总经理汪北方、韵达快运河南省公司
总经理徐鹏、河南省物流协会会长谭荣铸等人出席签约仪式
并发言。

记者了解到，大河速递作为大河网络传媒集团业务转型
发展的“先遣队”，早在2019年，已经开始试水冷链业务，陆续
购进冷链车辆，现车辆运力位居河南省第一方阵，在全省拥有
较强的冷链运输能力。作为国内上市快递巨头，韵达也正是
看中与大河网络传媒集团战略合作的深远意义，希望双方的
合作能帮助韵达冷链在河南市场发展迈出重要一步。

河南省物流协会会长谭荣铸在会上表示，大河网络传媒
集团与韵达冷链的跨界联手，将给河南冷链行业的发展带来
新的变局。据介绍，目前大河速递在郑州市及各郊县设置有
近30个营销中心，配送队伍500余人，能提供高效的送货上门
服务，有效填补冷链配送“最后100米”的空白。

“以后韵达公司全国发往河南的冷链业务将由大河速递
实现就地配送，河南发往全国的冷链业务，也将实现全部链
通。”大河速递总经理韦宇龙介绍说，“韵达冷链与大河速递的
合作将加速形成省、市、县三级冷链物流网络，推进城乡高效
配送体系建设，助力乡村振兴发展。”

此外，韵达冷链总经理助理朱爱明还透露，韵达冷链将在
河南建设特级分拨中心。“这意味着河南将成为韵达冷链重要
冷链分拨中心，可以做到冷链干线配送河南一仓发全国。”朱
爱明介绍，目前韵达冷链初步规划在广州、上海、郑州三个城
市建设特级分拨中心，而郑州是第一个试行点。

大河速递联手韵达冷链，高效配送“最后100米”
韵达冷链将在郑州建设国内首个特级分拨中心

对违规销售“零容忍”
严重者可下房产“逐客令”

郑州市房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此
次专项行动，对于新发生的商品房违规
销售问题，实行“零容忍”，将依法依规
对违规企业采取停断网签端口、信用扣
分、资质降级等处罚，对于无证预售的
房地产项目，将按照《郑州市城市房地
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进行顶格处罚，
并没收企业违法所得，“通过信息共享
进行多部门联合惩戒，限制违规企业参
与土地竞买、从事开发经营活动，直至
逐出郑州市房地产市场”。

“内购”“团购”“低价促销”等说辞
的常见骗局，一定要注意，据郑州市房
管局相关负责人提醒，避免购买“五证”
不全的商品房，以免自身权益受损。

如市民在日常生活中，遭遇到房地
产相关违规违法行为，自身权益受到侵
害，可整理相关线索及证据，联系大河
楼市投诉热线：15637138328（邮箱：
422957925@QQ.com），进行反映，诉
说您买房途中的遭遇和烦恼。

据了解，专项行动发布名为《关于开展商品房违规销售行
为专项整治积极化解问题楼盘的通告》（以下简称“《通告》”），
行动旨在加强商品房销售管理，打击违法违规销售行为，治理
房地产市场乱象，积极化解问题楼盘，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减
少存量遏制增量。

《通告》内提到，对于不同的违规违法行为，由不同部门牵
头联合执法：违规销售、预售、排卡、收定金：由住房保障部门
牵头，会同城市综合执法部门依法查处；“一房多卖”：由住房
保障部门牵头、会同城市综合执法部门、公安部门依法查处；

“不明码标价”“收取标价外未标明费用”：由市场监管部门牵
头，会同住房保障部门依法查处；“未取得手续，销售未竣工商
品房”“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由公安部门牵头，
会同资源规划部门、城建部门、住房保障部门、城市综合执法
部门依法查处。值得注意的是，文件中指出，对于俗称的“烂
尾楼”项目，企业如存在“挪用销售资金不接受监管”“不积极
盘活资产筹措资金化解问题推进项目进展”“不配合项目化解
方案推进项目进度”等问题，将由各开发区管委会、区县（市）
人民政府牵头，会同各职能部门依法查处。

多部门联动执法 推进“烂尾楼”解决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