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此外，去年与我市有贸易往
来的国家和地区增加，据统计，与
我市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达
到206个，对“一带一路”国家和
“金砖国家”出口保持增长，出口
额达到 56.8亿美元和 19.4亿美
元，分别增长13.5%和21.6%。航

空港区进出口独占鳌头，统计显
示，郑州航空港区2017年进出口
完成 514.1 亿美元，其中出口
297.9亿美元，分别增长 8.4%和
9.0%，占全市进出口和出口总额
的86.2%和86.1%；占全省进出口
和出口总额的66.3%和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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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旅游收入1186亿
成功申报国家级
旅 游 度 假 区 奖
500万元

本报讯 1月24日下午，
我市召开旅游业转型发展大
会，会上分析了郑州市旅游业
发展形势，安排部署郑州市旅
游业转型发展工作，加快转型
步伐，做大做强旅游产业。

据了解，2017年，我市
共接待旅游总人数逾1亿人
次，同比增长 12.9%，实现旅
游总收入 1186亿元，同比增
长12.5%。

会议上还出台了一系列
政策，其中，对成功创建国家
级旅游度假区的，将给予一
次性奖励 500万元；对成功
创建国家级 5A、4A、3A级旅
游景区的，分别给予一次性
奖励 300万元、100万元、50
万元。一系列的奖励扶持办
法，激发和调动全市旅游行
业单位转型发展的积极性和
主动性。
郑报融媒记者 樊无敌

2017年12月当月全市外贸
进出口完成 103.4亿美元，增长
65.5%。其中，出口69.2亿美元；
进口 34.1亿美元。单月进出口
和出口总额再创历史纪录。

2017年全市外贸进出口主
要特点如下：外贸队伍持续壮大，
去年全市有外贸出口业绩的企
业达到2109家，同比增加295家，

占全省出口企业的38.5%。出口
千万美元以上企业96家，上亿美
元以上企业10家，比上年增加2
家；出口商品结构优化，全市机电
产品出口317.0亿美元，占全市出
口额91.7％，出口超2000万美元
的商品主要有手机、汽车及汽车
底盘、铝深加工产品、纺织服装和
陶瓷产品等27种。

1月 24日，体彩大乐透第
18011期开奖，前区开出号码
03、13、15、23、26，后区开出号
码 01、10。当期开奖过后，大
乐透奖池滚存至46.41亿元。

当期全国头奖空开。二
等奖中出 37注，每注奖金为
30.96万元。其中，7注采用
追加投注，每注多得奖金
18.57万元。追加后，二等奖
单个总奖金为 49.54 万元。
三等奖中出 405 注，每注奖
金为 1.03万元。其中，123注
采用追加投注，每注多得奖
金 6216元。追加后，三等奖
单个总奖金为1.65万元。

数据显示，在三等奖的中
奖者中，来自江西赣州的一位
彩友独中 18注三等奖，中奖
彩票为一张18注36元投入的
单式票，共中得奖金 18.64万
元。可惜的是，此中奖票因前
区一号之差无缘18注头奖。

当期前区奖号03、13、15、
23、26分布较为分散，最小号
码 03，最大号码 26。“3”字头
号码集体缺席，这也是继上
期之后，“3”字头号码的再一
次轮空。

后区开出 01、10一小一
大的组合。两个号码也是颇
有缘分，不仅数字组合有趣，
而且在 7期之前也曾联手开
出 (第 18004期开出过)。“10”
是近期热码，最近 9期开出了
4次。

由于当期体彩大乐透头
奖未能送出，使得奖池有了小
幅提升，滚存至 46.41亿元。
体彩大乐透头奖蓄势待发，期
待本周六晚牵手有缘人。
河体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
高、产品极大丰富，春节送礼越来
越难选择。送烟酒，不健康；送服
饰，担心对方不喜欢。那送什么

呢？一张顶呱刮满足了家里所有
人的“胃口”，节日期间，家人团聚
在一起，人手一张顶呱刮，既烘托
了节日气氛，又有新年讨好彩头

之意。而且，顶呱刮春节不休市，
购彩者可以在加油站、商超、便利
店、飞机场、火车站、庙会、户外卖
场等购买顶呱刮。

我市外贸进出口596亿美元 创新高
全国省会城市排名中位列第四

本报讯 2017年郑州对外贸易再创历史新高。昨日，记者从市商务局了解到，据海关统计，全市外贸进出口完成
596.3亿美元，同比增长8.4％（下同），其中，出口345.6亿美元，增长9.0％；进口250.7亿美元，增长7.5%；进出
口和出口分别占全省进出口和出口总额的76.7%和74.0%，位居中部六省省会城市第一位，在全国省会城市排名中
位列第四。 郑报融媒记者 张倩

同时，2017年，我市外商投
资企业出口占比大。据统计，
全市外商投资企业出口 295.4
亿美元，增长 5.6％，占全市出
口额的 85.5％；国有企业出口
10.5亿美元，下降1.5％；民营企
业 出 口 39.7 亿 美 元 ，增 长
48.0％。一般贸易出口快速增
长，全年一般贸易出口 51.6亿

美元，增长 32.8%；加工贸易出
口 290.9亿美元，占全市出口总
额的 84.2%。出口龙头企业带
动作用明显，数据显示，全市出
口千万美元以上的企业仅占全
市出口企业3.7%，但出口总额达
到 328.4亿美元，占全市出口总
额的95.0%，比上年提高2.3个百
分点。

去年12月份进出口和出口总额创历史纪录

民营企业出口增长较快

航空港区进出口独占鳌头

各地派送活动丰富多彩

体彩顶呱刮新春嘉年华
近日，体彩顶呱刮发布了一款宣传片，一张顶呱刮彩票成为送给家人们的春节礼

物，调和了众人的“胃口”。春节期间，各地体彩为购彩者准备了丰富多彩的派送回馈活
动，为购彩者的节日“餐桌”祝兴。

为了让顶呱刮更好地充当
节日礼物的角色，部分地方体彩
中心还推出相关促销回馈活动，
给购彩者带来更多惊喜。

2017年 12月 20日至 2018
年1月23日，购彩者在江苏省购
买 20元面值“发发发”，单票中
200元，即可获赠20元大乐透彩
票。同时，还可获得1个抽奖机
会，有机会赢取价值 8888元爱
心大礼包。

1月 1日～31日，购彩者购
买在甘肃销售的“步步登高”，单
票刮中 100元，可额外获赠 100
元的顶呱刮彩票。

1月 10日～2月 28日，重庆
体彩举办“体彩顶呱刮，汽车开

回家”活动，奖品包括价值30万
元的汽车和面值不等的购物
卡。活动期间，市民在重庆市购
买顶呱刮，单张彩票中奖 50元
及以上，即可获得抽奖机会，奖
品为价值 30万元的汽车。此
外，购彩者所购顶呱刮彩票无论
中奖与否，都可通过关注“重庆
彩市”微信公众号进入“幸运转
盘”活动界面，赢取最高价值
1000元的购物卡。

1月 15日～2月 25日，山东
体彩举办“体彩顶呱刮新年送豪
礼”活动，奖品为 Jeep汽车、万元
现金、保温杯、即开票等。活动
期间，购彩者在山东省购买顶呱
刮，单张彩票中得20元及以上奖

级可参与抽奖，总共送出 30辆
Jeep汽车。此外，活动期间，购
彩者在山东省购买20元面值“发
发发”，在幸运奖区刮出“财”，可
获得1万元奖励；在幸运奖区刮
出“禄”“寿”或“喜”，可获得不锈
钢保温杯1个；在幸运奖区刮出
“福”，可获得20元即开票。

即日起至2月28日，购彩者
在内蒙古购买 10元面值“十二
生肖”、20元面值“发发发”和30
元面值“天降财神”，单票中奖
50元或 100元，可额外获赠 5张
价值2元的即开票。

各省市营销活动请以各省
官方网站公布的为准，其他各省
的活动也将会陆续开展。 河体

各地体彩中心推出促销回馈活动

顶呱刮春节不休市

大乐透奖池46.41亿元创新高

体彩“排列3排列5”第1802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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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双色球第180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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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3D第1802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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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了吗
（中奖号码以体彩福彩官方公布为准）

出口
345.6亿
美元
增长9.0％

进口
250.7亿
美元
增长7.5%

全市进出口完成596.3亿美元
同比增长8.4％

居中部六省
省会城市第一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