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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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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彩“排列3、排列5”第15076期开奖公告
玩法

排列3

排列5

中奖号码

937

93761

全国中奖注数

直选

组选3

组选6

9注

2958注

0注

6469注

单注奖金

1040元

0元

173元

10万元

福彩“双色球”全国开奖公告
第20150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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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注

93注

每注金额
1000万元
169838元

中奖情况
310632212903 05

体彩“七星彩”第15033期开奖公告
中奖号码：9 0 2 1 6 7 8
奖 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全国中奖注数

1注

12注

271注

单注奖金

500万元

26565元

1800元

“中原风采”福彩22选5开奖公告

02 03 06 12 16

中奖情况

奖等

头等奖

中奖注数

5注

每注金额

16732元

第2015076期中奖号码

福彩3D游戏河南省开奖公告

2 8 8

中奖情况

奖等

单选

组选三

组选六

中奖注数

185注
400注

0注

每注金额

1040元
346元

0元

第2015076期中奖号码

好消息

不仅免费教家政技能，还给住宿补贴
今年第三期家政服务员技能培训班开始报名

● 3 月 24 日 12 时前
后，高先生在汉屯路与纱厂
南路交叉口附近捡到一个黑
色女式钱包，内有部分现金、
一张中国银行卡、两张小孩
子 的 照 片 。 请 失 主 拨 打
13838887798联系认领。

（颖颖 整理）

失主看过来
□记者 谢磊

《洛阳晚报》记者昨日获
悉，市少年儿童图书馆今日
下午将举办一期萤火虫悠贝
宝宝故事会阅读分享活动，
您可以带着孩子一起来参
加，享受阅读带来的欢乐。

活动时间为今日15时至

16时，活动地点在市少年儿
童图书馆（涧西区中州西路
畅元大厦5楼），限0岁至3
岁幼儿参加（限报10名至15
名幼儿，每名幼儿可有1名家
长陪伴）。

参加此次活动的幼儿和
家长，可以欣赏纸偶剧《小鸡
真可爱》，参与《鸡蛋哥哥》绘

本阅读分享，参加创意手工
活动制作蛋壳帽，还可以参
与舞蹈体验《小鸡出壳》。

为保证活动效果，此次
活动采取现场报名的方式，
由于名额有限，请感兴趣的
家长尽早赶到活动现场，每
名家长请为您的孩子准备
一个蛋壳。

文化活动

今天下午来参加阅读分享活动吧
0岁至3岁幼儿家长可带孩子直接到市少年儿童图书馆报名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停电设备

2香门线

4香门线

1御博线#2分接箱2-2开关至2御
博1之间线路

周凌1开关至周凌线#4分接箱4-1
开关至凌普2开关之间线路

中解1至中解#2开关至中解线健康
东#1分接箱1-1开关之间线路

金五线#3分接箱3-5开关至金商2
开关至金五线春晴#9-1开关之间
线路

浅唐线#2分接箱2-2开关至浅唐线
4-1开关之间线路

桥业线金业路#3分接箱3-2开关至
青梅线黄梅路#1分接箱1-3开关之
间线路

3唐秦#41开关至3唐秦#62开关之
间线路

建白#2开关至建白#57开关之间线
路，1建城#1开关至河阳支#9环网
柜9-4开关之间线路

2建城线

停电时间

1日5:00至23:00

1日5:00至23:00

1日6:00至24:00

1日6:30至24:00

1日7:30至23:30

2日6:30至24:00

2日9:00至19:00

2日7:30至3日23:00
(白天停，晚上送）

2日6:00至3日19:00
(白天停，晚上送）

2日22:00至3日3:00

停电影响范围

龙门石窟办事处郜庄社区一带居民用户，71282部队、腾辉机
械制造、洛阳铁路公安处、洛北水电段、龙门景区电力管理、龙
门石窟研究院、龙门煤矿医院等用户

龙门一带的郜庄社区、魏湾社区、裴村、广化寺村居民用户，市
公路管理局、龙门广贸食品、妙瑞工贸、龙门石窟研究院、
61489部队、龙门益寿康生态园、凤翔农业科技、梦桃源餐饮、
玉隆苑地热开发等用户

市雅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御博路1号御博城37号楼、御博
路28号、洛阳市西工区市体育局(东兴新村6区6号楼东山
墙)、东下池广场西一街、东兴新村6区6号楼

升华感应、耿力电气、飞舟公司、欣陇陶瓷、香樟林小区、精联
机械、康华生物、协成印刷

唐宫路32号中侨花园1号楼、2号楼、3号楼，西工区永红巷6号
院、洛孟招待所、解放路纱厂路至中州路段路灯、昊源房地产

44中学、铁二小、洛阳滨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金谷园路72
号院、恒捷房地产、天香饭店、铁路招待所、新彩包印、塑料五厂

长江西路27号院

淀粉厂、聚豪物业、金业家具、老城区政府、马路街11号楼、百
业大市场8号、老城区中州中路50号院1号楼1单元301号、
马路街12号搬迁楼

孙旗屯一带居民用户，强鑫机械、金唤机电、用户于双保、新民
机械、耐基、兴光辅材、宏业南山、用户孙凤玉、用户孙敬都

吉利区北陈村、白坡村、康窑村、涧西村、亚泰花园、紫金花园、
石化惠康物业公司、祈福花园、西霞花园、博泰花园等

注：提前送电不再另行通知

洛阳电网2015年4月停电公告

□记者 王雨

昨日，《洛阳晚报》记
者从相关部门获悉，市总
工会2015年第三期家政
服务员技能培训班即将
开班，为准备从事家政服
务工作者进行免费技能
培训，不仅免费提供教学
用具，每天还给予 10 元
住宿补贴，考核合格后免
费颁发家政服务职业资格
证书。

63345103
13525488061 张老师
13698885837 郭老师

初级家政服务员(老人护理、病人
护理、孕产妇护理、婴幼儿护理、家庭保
洁、家庭烹饪等课程)

城镇下岗失业人员、“4050”人员
及省内农民工

要求：女性16周岁以上、50周岁以
下，男性16周岁以上、55周岁以下，符
合条件、准备从事家政服务者均可报
名。报名者需要提供详细的个人资料
备案（身份证复印件2份，彩色照片2英
寸1张、1英寸2张）。

2015年3月25日开始报名

市职工活动中心培训学
校（西工区王城大道14号工人
俱乐部院内南楼304室）

市内乘8路、9路、17路、26路、
46路、101路、103路公交车可到

培训对象

报名时间

报名地址

报名电话

培训内容

绘制 雅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