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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资讯
今日天气

11℃~19℃

阴天有小雨
部分地区中雨
偏东风3级左右

福彩3D游戏河南省开奖公告

8 8 7

中奖情况

奖等

单选

组选三

组选六

中奖注数

471注
330注

0注

每注金额

1040元
346元

0元

第2015100期中奖号码

福彩“七乐彩”开奖公告
第20150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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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注

274注

每注金额

2149239元

59502元

2605元

中奖情况
2114060213 01 15 12

特别号码

“中原风采”福彩22选5开奖公告

03 14 15 20 21

中奖情况

奖等

头等奖

中奖注数

7注

每注金额

16161元

第2015100期中奖号码

体彩“排列3、排列5”第15100期开奖公告
玩法

排列3

排列5

中奖号码

536

53668

全国中奖注数
直选
组选3
组选6

47注

8407注
0注

17418注

单注奖金
1040元

0元
173元
10万元

体彩“七星彩”第15043期开奖公告
中奖号码：9 7 9 6 0 9 1
奖 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全国中奖注数

4注

15注

345注

单注奖金

500万元

31704元

1800元

绵绵细雨悄然至 雨中牡丹更动人

污染指数 170

空气质量状况 中度污染

首要污染物 PM10

空气质量空气质量
4月16日

3 88（18时）

（市环境监测站4月17日发布）

PM2.5（μg/m ）

4月17日

未来几天未来几天
4月

（以上信息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

19日

20日

21日

22日

23日

24日

小雨转阴天

多云转阴

晴

晴转多云

阴转小雨

雨转多云

10℃~17℃

12℃~21℃

8℃~25℃

14℃~27℃

15℃~24℃

13℃~21℃

□记者 范瑞 通讯员 禹东晖

气温逐渐攀升，您是否
觉得夏天快到了？然而，这
个双休日，冷空气会来一段
小插曲，今明两天不仅气温
有所下降，绵绵细雨也会不
期而至。

据中央气象台预测，这
轮冷空气的威力还不小，
在其影响下，北方大部分
地区的气温将自西向东下
降 4℃至 6℃，局部地区降
温幅度超过8℃。

不知您是否已经计划好
了双休日的出游，但今天的
雨可能给您的出行带来小小
的困扰，好在雨并不是很大，

在绵绵细雨中赏牡丹也别有
一番意境。不过，提醒您在
赏花或游玩时带上雨伞，适
当增添衣物。

据市气象台预测，今天
阴天有小雨，部分地区中雨，
偏东风3级左右，气温11℃
至19℃；明天小雨转阴天，东
北风3级到4级，气温10℃
至17℃。

下雨天，如果您不想出
门淋雨，不妨趁着闲暇时
光给家里来个大扫除，春
季各种传染病高发，清洁
的环境能帮助保护家人的
健康。家里哪些地方细菌
比较多呢？

一项研究发现，将近

96%的鞋底有大肠杆菌。专
家表示，门附近是家中较脏
的区域，如果门垫上细菌聚
集，每次经过它进入家中都
会将细菌带进屋内。您可以
使用除菌剂对门垫进行消
毒，同时尽量将鞋子放在门
外，不要在门垫上放包或食
品、杂货。

此外，厨房水槽里有超
过50万个细菌，是卫生间平
均细菌数的1000倍，水槽潮
湿且经常积有垃圾，若不及
时清理，细菌就会在隐蔽的
缝隙里生长。您可以用稀释
后的漂白剂对水槽进行清
洗，厨余垃圾也尽量在当天
倒掉。

天气

失主看过来

主办单位

泉舜购物中心、晚报义务
红娘帮帮团、河南中视艺品文
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妇联金鑫
公益婚恋中心

活动安排

● 5月1日
神秘帐篷相亲会

● 5月2日
万人相亲狂欢会

● 5月3日
中老年、白领专场相亲会

活动地点

泉舜购物中心（洛龙区展
览路与长兴街交叉口附近）

乘车方式

26路、33路、70路、96路、
99路公交车均可到达

□记者 杨柳

这个五一，单身的你除
了宅在家，看别人在朋友
圈里秀恩爱，还多了一个选
择——打扮一番，走出家门，
高高兴兴地来参加“花如锦
情满城，泉舜万人相亲会”。

浪漫的万人相亲盛会将
于5月2日下午4:00至7:00
在泉舜购物中心正门广场举
行，与其说这是一场相亲会，
不如说是一个狂欢节，丰富
的互动游戏、搞笑的主播秀、
惊喜不断的抽奖环节，一定
会给你带来前所未有的相亲
体验！

【亮点1】知名主播来助阵

5月2日，我市两位知名
主播将现身相亲会活动现
场，带领大家做游戏，和大家
互动。想知道他们是谁吗？

先卖个关子，5月2日到现场
来和他们亲密接触吧。

【亮点2】女教师组团报名

晚报红娘帮帮团曾做过
一项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洛
阳帅哥最愿意娶教师。给大
家透露一个好消息，涧西区
某学校十几名美女教师已报
名参加我们的万人相亲会，
此外，女护士、女律师、女医
生、女记者……百余名高颜
值美女正在报名的路上。帅
哥们，你们的机会来了。

【亮点3】相亲团泉舜享福利

泉舜购物中心还为当
日参加万人相亲狂欢会的
单身男女们准备了各种福
利，凭活动胸贴在部分商家
购物享受优惠，就餐可以打
折！哇，这么多福利，你还
有理由不来吗？

万人相亲会亮点多 想要脱单快报名

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
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

报名方式

● 微信报名
关注“洛阳晚报红娘帮

帮团”微信公众号（lywbhn），
在微信对话框内输入“报名”
并发送，点击收到的信息即
可进入微信快速报名通道，
若不想在相亲会现场公开信
息，请在“其他择偶要求”中
注明“不公开”。

● 电话报名
你可在工作日的10：00

至 18：00 拨 打 63120000、
65156112、65233688报名。

● 现场报名
你可在工作日的 10:00

至 18:00 到洛阳日报报业大
厦 1608 室 现 场 报 名 。（29
路、37 路、57 路、70 路、75 路
公交车均可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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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花一分钱，教你用醋降血压
《百岁老中医吃醋降压大揭秘》首次出版，免费发放开始啦！

很多中老年人大概
都听说过，醋能软化血
管，还能降血压。的确，
醋能治病，自古在《本草
纲目》《千金·食治》《医
林纂要》等诸多医学名
著中就有记载：醋能“破

血运，消痈肿，散水气，杀邪气”。
作为中医药在高血压治疗领域的一大突

破，多年来，中医“醋疗”已让近万例高血压患
者摆脱了西药的依赖，并拯救了数以千计的
脑出血、脑中风患者。

为了将这一中医瑰宝发扬光大，现专门

编撰出《百岁老中医吃醋降压大揭秘》一
书。该书图文并茂，语言简单易懂，不仅对

“醋疗”方法进行了细致介绍，更有大量的
科研数据和真实康复患者的采访记录，实为
广大中老年高血压病人健康长寿的养生
宝典。

中医“醋疗”降压，对高血压、心脑血管患
者来说，无疑是一个简单易行的方法。为了
让更多患者对“醋疗”降压有更深刻的认识，
《百岁老中医吃醋降压大揭秘》现公开免费发
放5000本！

免费领取电话：400-676-1810
ISBN 978-988-1570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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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14日，杜先生在玻璃厂
南路百岁鱼餐厅门口捡到董海燕的
护照。请失主拨打15225435654联系
认领。

● 4月15日凌晨5点多，翁先生
在洛浦公园上阳宫段的竹林内捡到石
红 星 的 身 份 证 。请 失 主 拨 打
13525956690联系认领。

● 4月 15日上午，赵先生在新
安县磁涧镇大张超市门口捡到一张
标注名字为张仙顺的中国银行卡。请
失主拨打 13007568873 联系认领。

（颖颖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