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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资讯

学生可持相关证件直接到普通中专学校报名或网上选报学校

8选2 好中奖，8选3 奖金高

体彩“排列3、排列5”第14077期开奖公告
玩法

排列3

排列5

中奖号码

747

74765

全国中奖注数

直选

组选3

组选6

31注

5465注

4709注

0注

单注奖金

1000元

320元

0元

10万元

体彩超级大乐透开奖公告

03 11 14 27 32 05 07

中奖情况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全国中奖注数

6注
143注
122注
805注

每注金额

6124320元
23326元
7862元
3000元

第14034期中奖号码

“中原风采”福彩22选5开奖公告

06 07 08 13 15

中奖情况

奖等

头等奖

中奖注数

16注

每注金额

16383元

第2014077期中奖号码

福彩3D游戏河南省开奖公告

7 1 2

中奖情况

奖等

单选

组选三

组选六

中奖注数

661注
0注

805注

每注金额

1000元
0元

160元

第2014077期中奖号码

福彩“七乐彩”开奖公告
第2014034期中奖号码

基本号码

奖 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全国中奖注数

2注

13注

182注

每注金额

1109911元

24393元

3484元

中奖情况
221518280429 17 08

特别号码

普通中专春季招生开始报名

□洛彩

23日晚，双色球第2014031
期开奖，开出的红色球号码为
04、10、16、17、21、27，蓝色球号
码为14。当期双色球头奖井喷
开出16注，单注金额为671万多
元。孟津一彩民最后蓝色球号
码选的是“07”，中双色球二等
奖，奖金11万多元，与头奖擦肩
而过。

据了解，中奖彩民小王（化
名）是孟津县人，在本地工作，有
时闲来无聊，会买几注彩票玩
玩。“中了说明运气好，不中就当
是为公益事业做贡献了！”兑奖
时小王说。21日，小王路过位于
孟津县桂花中路文化馆楼下的
41038014号投注站时买了两注
双色球。开奖当晚，他在网上看
中奖结果时，发现其中一注6个
红色球号码全中，蓝色球号码未
中，中得双色球二等奖。“有遗憾，
但更多的是高兴，以后还会继续
支持福利彩票事业！”小王说。

□首席记者 陈兵

洛阳晚报记者昨日从
市教育局获悉，普通中专春
季招生报名已经开始，即日
起，学生可持相关证件直接
到普通中专学校报名或网
上选报学校。

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今年我市应届初中毕
业生为 81785 人，普通中
专招生计划为 16358 人。

根据省招办下发的文件规
定，普通中专春季招生对象
是遵纪守法、身体健康的
初、高中及以上学校（含同
等学力）的毕业生。招生学
校为教育厅公布的普通中
专层次的招生学校，“五年
制”和“3+2”分段制专科不
参加春季招生。春季招收
的新生办理录取手续后，不
得再参加秋季招生录取。

该负责人提醒，即日

起，相关学生可以持学历
证明、身份证或户口簿直
接到普通中专学校报名，
也可以通过“河南省普通
中等专业学校招生服务
平 台 ”（http：//zzlq.heao.
gov.cn/）选报学校。普通
中专春季招收的新生一律
免试入学，纳入2014年招
生计划。凡是符合条件的
考生，招生学校可通知考生
直接到校报到。

招生信息 彩票

孟津彩民
与头奖擦肩而过

捡到请举手

□记者 寇玺

想一睹欧洲品质家居
的风采吗？想买到高性价
比的环保建材吗？4月5日
至7日，由洛阳日报报业集
团、河南省会展业商会主办，
洛阳牡丹印象会展有限公司
承办的2014中国洛阳“东易
力天装饰之约”首届环保建
材家居家装交易博览会，将
在西工体育场举行。

在本次博览会上，企业
老总将签名保障产品的优
质优价；在媒体的监督下，

优质优价产品将被重点推
介；消费者凭当日订单可参
与大抽奖活动，奖品有电视
机、洗衣机、自行车等，还可
得到免费家装顾问服务；另
外，现场设有人体彩绘、婚
纱艺术展以及精彩纷呈的
娱乐表演。

东易力天洛阳分公司
总经理王革说，东易力天从
国外引进高品质、“零甲醛”
的材料，以生态施工为基
础，不断完善生态家装服务
体系。本次博览会上，东易
力天会现场推介欧洲生态

工艺体系。
河南一博板业有限公

司总经理赵约汉郑重承诺：
在本次活动中，一博板业的
爱迪生木塑家具品牌无条
件接受消费者和媒体的监
督，本次活动现场交易、顾
客预订的产品，全部实行工
厂直销制。

市家具制造业商会会
长许留群表示，本次环保建
材家居家装交易博览会，将
打造洛阳家具品牌，树立洛
阳家具的核心价值，实现多
方合作共赢。

活动与启事

选购健康环保建材，一睹欧洲品质家居风采
“东易力天装饰之约”首届环保建材家居家装交易博览会4月5日启幕

● 3月22日20时许,
宋女士在103路公交车上
丢失一个黑色男式钱包,内
有宋文彬的身份证、驾驶
证、银行卡、信用卡。请捡
到 者 拨 打 电 话
18638872376联系失主。

● 3月24日11时许，
王先生在19中附近丢失一
个阿迪的黑包，内有咖啡色
钱包、王力的身份证、三星
手机和银行卡等。请捡到
者拨打电话13233992901
联系失主。

● 昨晚 7时 20分左
右，张女士在开元大道与龙
门大道交叉口附近的57路
公交车站丢失一个钱包，内
有两张丹尼斯购物卡、张全
芳的身份证和医保卡、4张银
行卡等。请捡到者拨打电
话18737926985联系失主。

● 王东飞在出租车
上丢失一个棕色钱包，内
有王东飞的身份证、信用
卡和银行卡等。请捡到者
拨打电话13007631450联
系失主。

失主看过来

● 25日晚，孔先生在
汉屯路和太原路分别捡到
了赵玉可（汝阳县）和刘瑞
芳（新安县）的身份证。请失
主拨打电话15937914110
与孔先生联系。

● 昨日11时许，官先
生在洛阳火车站坐51路公
交车到谷水下车时捡到一
个塑料袋，内有两条床单、
两个塑料水壶。请失主拨
打电话18837979355和官
先生联系。

（敬芳 整理）

洛报集团百姓一线通

一线通特色便民项目
66778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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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