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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咨询 电话医生 心理咨询

脑瘫康复 家政保洁 月嫂保姆

家教辅导 杯赛培训 水电安装

家电维修 空调养护 路灯投诉

防水补漏 采暖供暖 水暖维修

管道疏通 开锁搬家 电瓶维修

饮水机、净水机专业清洗、安装、保养

太阳能安装、维修、清水垢

热水器安装、维修、清水垢

美术高考培训 矿泉水电话直送

油烟机维修清洗 家电专业清洗

法律顾问 河南森合律师事务所

百姓一线通

8选2 好中奖，8选3 奖金高

体彩“排列3、排列5”第14069期开奖公告
玩法

排列3

排列5

中奖号码

064

06440

全国中奖注数

直选

组选3

组选6

18注

5816注

0注

13473注

单注奖金

1000元

0元

160元

10万元

福彩“双色球”全国开奖公告
第2014029期中奖号码

蓝色球号码红色球号码

奖 等
一等奖
二等奖

全国中奖注数
8注

137注

每注金额
8317056元
290545元

中奖情况
072116290214 14

体彩“七星彩”第14030期开奖公告
中奖号码：3 8 2 1 0 1 7
奖 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全国中奖注数

2注

42注

373注

单注奖金

3742782元

6575元

1800元

“中原风采”福彩22选5开奖公告

02 08 09 19 22

中奖情况

奖等

头等奖

中奖注数

8注

每注金额

32715元

第2014069期中奖号码

福彩3D游戏河南省开奖公告

6 5 2

中奖情况

奖等

单选

组选三

组选六

中奖注数

488注
0注

1051注

每注金额

1000元
0元

160元

第2014069期中奖号码

好消息

好来历邀请10名读者品评众品集团

今起，河洛人才市场室内招聘会对企业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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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资讯

□记者 杨玉梅 通讯员 刘冉

去人才市场找工作不要钱，以后
企业在人才市场招聘员工也可以免
费了！从即日起，河洛人才市场室内
招聘会将对参加招聘的企业免收场
地费。

河洛人才市场总经理黄伟说：“以
前，企业参加我们一场室内招聘会要

支付 200 元场地费，这对于一些人员
流动性较大、需要不断吸收新员工的
中小微型企业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
费用。”从今天开始，河洛人才市场对
企业免收场地费，企业只要提供合法
有效的证件，经人才市场审核合格后，
便可以免费参加在河洛人才市场室内
举办的招聘会。为了保证有更多的企
业参加招聘会，为求职者提供更多更

好的工作岗位，人才市场规定，每一家
企业每个月只能免费参加一场室内招
聘会。

河洛人才市场地址：中州西路与延
安路交叉口畅元大厦。热线电话：
64850085。另外，河洛人才市场22日和
23日在周王城广场有一场户外招聘会，
届时会有130余家单位提供上千个工作
岗位，如果您想求职，不妨去转转。

□郝文

众品集团依托农业化、产业化经营，
以“中国肉类产业链整合商”和“中国温
控供应链集成服务商”的战略定位，整合
产业资源链，通过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
第三产业的“三业联动”，构建出国内最
先进的供应链体系。

好来历·洛阳优质生活必需品保障
平台诞生伊始，众品集团就派专人来洛
会商产品合作、渠道合作事宜。经过3个
月的相互了解与小范围合作尝试，众品
集团向洛报集团读者发出邀请：

趁着渐浓的春色，邀请好来历食品
安全公众寻鉴监督团和洛报集团读者代
表到众品集团品评一番。

赴长葛市众品集团总部参访的好来
历食品安全公众寻鉴监督团将由食品安

全专家与已经通过测试的市民代表、新
闻记者共同组成。另外，好来历和众品
集团协商之后决定，请10名洛报集团读
者作为特邀代表一同前往，以普通消费
者的角度对众品集团的食品安全管理体
系和产品品质“说三道四”。

特邀读者代表年龄应在55岁以下，
身体健康，热衷公益事业，性格耿直，善
于发现问题。

报名请拨打洛阳日报报业集团“百
姓一线通”：66778866。

2014年3月22日（本周六）7点，在
开元大道218号报业大厦集体乘车前往
长葛市众品集团总部，当天返回。

■特别说明

1.请勿带未成年人参加活动，一个家
庭只能参加一人。

2.众品集团为参加活动人员统一购
买旅途平安保险。

3.我们将本着不同年龄段均有代
表参加、先报先得的原则确定参加者
的名单。

4.已申请成为好来历食品安全公众
寻鉴监督团成员的市民代表如有参加愿
望，请致电63350000报名。

□小海

春季是过敏性鼻炎的高发季节，主
要是受天气变暖、花粉、粉尘、螨虫、宠物
毛发等影响而诱发，尤其是过敏性体质
者更容易发作。

据534医院医学博士、耳鼻喉专家
常红主任介绍，过敏性鼻炎常表现为阵
发性打喷嚏、流清水样鼻涕、鼻子发痒，
严重者会出现眼睛痒、鼻塞、嗅觉减退等
症状，如果拖延治疗或治疗不当，会出现
记忆力下降、失眠、头晕、头痛症状，对患
者的工作和学习都会造成影响。因此，
市民如发现有过敏症状应及时就诊。

据了解，534医院新引进国际领先
耳鼻喉尖端科技，找到了针对各类鼻炎
行之有效的规范诊疗方法。如10分钟
了断过敏性鼻炎的筛前神经阻断术、20
分钟快速“温柔”磨削鼻息肉、30分钟轻
松解决鼻窦炎等40多项微创技术，此类
技术治疗鼻炎微创无痛苦、恢复快，不影
响学习和工作，受到患者的一致赞誉。

534医院专业的技术支持、强大的
专家队伍为你轻轻松松解除鼻炎带来的
烦恼，预约和咨询请拨打65180599。

莫让鼻炎
走进“春天里”
专家提醒:春季出现鼻塞、流涕
现象警惕过敏性鼻炎

医药信息

2013 年 12 月 31
日，经国家新闻出版广

电总局批准，创刊于
1990 年的《洛阳广播

电视报》更名为《河洛
生活导报》。24年，不

变的是永恒的河洛情
怀，变，是为了更好地

服务读者，服务
滋养我们的
河洛热土！

源自1990 今朝更名

爱她，就读

《《河洛生活导报河洛生活导报》》

《河 洛 生 活 导
报》更名仪式将于 3

月 29 日盛大举行！全
年 52 期，定价 120 元，零

售 2.5 元。为回馈广大读者
厚爱，庆祝更名成功，即日起，凡

到市区金冠眼镜各连锁店购买一
份本报，即可获赠价值 3元的湖滨果

汁一瓶（共 10万瓶，送完为止）；6月底
前，订阅全年本报仍可享受 100元每份的

特价，并获赠价值 129 元的九九龄维他醋一
箱或价值130元的建洛调味品大礼包一件。

《河洛生活导报》，河洛
地区唯一铜版纸封面、精美杂

志化装订的城市主流周报、精品
生活服务指南，咱洛阳人的优质生活

说明书。在洛阳，爱生活，就读她；爱洛
阳，享生活，她必读！

自兹，《河洛生活导报》
作为洛阳日报报业集团旗

下的一份全资子报，将专
注生活，高扬服务的旗帜，

深入洛阳的肺腑，全力打
造一份有温度的报纸、一

份有爱心的报纸，为市民
精心呈现洛阳优质生活读
本，全心全意做洛阳人
民的贴心小棉袄！

服务专线：633555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