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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读者节活动多，快来参加吧20172017

●市工商局 ●市社保局 ●市房管局

●市民政局 ●洛阳北控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国家电网洛阳供电公司

●洛阳新奥华油燃气有限公司

●洛阳热力有限公司

●洛阳高新热力有限公司

●洛阳北控水务集团有限公司新区热力分公司

●洛阳市保险行业协会

目前，2017晚报读者节正在紧张筹备，各项招商工作和商家冠名征集也在

火热进行，如果您是实力雄厚的企业或商家，有意为此次活动冠名，或者您是有

责任和爱心的商家，希望为市民提供福利或实惠，欢迎拨打电话65156002、

65156112和主办方联系；如果您是《洛阳晚报》的热心读者，希望为此次活动建

言献策，也欢迎拨打上述电话告诉我们

法律维权，离不
开 律 师 指 点 迷 津 。
在 2017 晚报读者节
期间，擅长不同领域
并且有丰富经验的
资深律师也将在现
场的“律师面对面”
服务区免费为市民
提供专业服务

如果您有

兴趣，请于 10

月 14 日、15

日到中国国花

园参加晚报读

者节吧

昨日，《洛阳晚报》记者从2017晚报读者节活动筹
备组了解到，在10月14日、15日，多家与百姓生活息
息相关的单位或企业的相关负责人将守候在现场的
“政策咨询区”，为市民提供政策解答、便民咨询、受理
求助等实实在在的服务。这些单位或企业分别是：

绘制 吴芳

洛阳中国青年旅行社
许可证号:L-HEN-CJ00005

电话：65189660 15896607741（微信）
地址：南昌路壹号城邦11-2011青旅总部

北京夕阳红全陪5日 1150元
华东五市+三水乡全陪7日1150元
洛阳直飞昆明大理丽江6日1380元
洛阳直飞海南包机5日/6日1680元
洛阳直飞泰国包机6日/7日1990元

许可证号:L-HEN03108

洛阳旅游集散中心

电话：63635555 65159905
地址：洛阳市火车站出站口对面一楼大厅

老君山
一日游138元 两日游248元

老君山直
通
车

电话：69925197 13938809378
地址：涧西区丽春路

一日游138元 两日游248元

许可证号：L-HEN-03091

洛阳康辉旅行社

电话:62208888 15538845500
地址:亚威金港商务728室（全聚德楼上）

老君山
一日游138元 两日游248元

电话：65901535 18739061576（微信）
地址：洛龙区政和路

老君山直
通
车

一日游138元 两日游248元
电话：60876668 15138727198
地址：谷水大张斜对面公交站牌

老君山直
通
车

一日游138元 两日游248元
电话（微信）：18623753767 15838566190
地址：西工区道南路宝龙大厦605

洛阳大自然旅行社
许可证号：L-HEN-CN02781

大槐树邀请您回老家 吃月饼看大戏

十一祈福大槐树
中秋感恩“双合成”
活动时间：10月1日-10月8日

老君山直
通
车

电话：13213669567 升龙广场E1407
一日游138元 两日游248元

许可证号：L-HEN-CJ00064

地址：中央百货大楼9楼9126室（可上门办理）
电话：63191056 18567661582=微信

河南港中国旅集团总部
北京夕阳红5日纯玩1299元
华东五市夕阳红 1280元
昆大丽双飞6日夕阳红1680元
洛阳直飞大连4日 1480元
洛阳直飞泰国6日 2580元
洛阳直飞海南5日 1680元
成都+泸沽湖8日 1680元
欧洲包机6国15日12300元

洛阳中国国际旅行社
许可证号：L-HEN-CJ00003

地址：九都西路国旅大厦五楼旅游中心
电话：64325061 64612278

*四国风情跨国游南宁越南河内天堂岛
下龙湾版纳中缅边境老挝磨丁3580元
*孝心夕阳红金秋北京纯玩5日1299元
*厦门土楼任我游自助双飞5日1499元
*印象宁夏西域风情全陪双飞 1580元
*孝爸妈游巴马长寿乡南宁北海2180元
*西藏全景拉萨林芝纳木错纯玩2880元
*新疆是个好地方+胡杨林双飞3980元

河南国旅洛阳分社

地址：南昌路锦茂国际大厦十五楼1510室
电话：64617508 63666366

德法意瑞4国13天
10月16日特价7999元
洛阳起止24小时快签

许可证号：L-HEN-CJ00002

代办各国签证

第七届夕阳红旅游节

路仕达国际旅行社
许可证号：L-HEN-CJ00046

电话：18537949918 18037973107
地址：西工小商品市场隔壁唐宫大厦613

9月18日、20日、22日发团 1280元

10月5日直飞芽庄1680元
9月20日之前报名名额有限

庐山全景纯玩双卧4日

许可证号:L-HEN-CJ00005

洛阳中国青年旅行社

电话:65186968 15670705402微信
地址:南昌路丽春路口申泰大厦4楼

柬埔寨双飞5日/6日 999元
越南河内下龙湾双飞7日899元
洛阳直飞海南0自费夕阳红5日2380元

延安壶口瀑布波浪谷丹霞3日398元
许可证号:L-HEN-CJ00012

河南中旅集团

地址：王城大道凯旋路口东南角建设大厦东座1606
电话：62279377 18638871913（微信）

老君山
一日游138元 两日游248元

洛阳中国青年旅行社
许可证号:L-HEN-CJ00005

地址：涧西区珠江路丽春路交叉口向南100米路西
电话:60106689 18037000699(同微信)

新乡南太行9月感恩大回馈
郭亮万仙山2日199元
八里沟+回龙天界山2日199元

电话：64368115 18039586715
地址：涧西区南昌路锦茂大厦八楼

河南国旅洛阳分社
第七届夕阳红旅游节许可证号：L-HEN-CJ00002

华东五市鼋头渚乌镇周庄双卧7日980元
北京零购物零自费双卧5日全陪1280元
三亚郑州直飞一价全包双飞5日1680元
昆明大理丽江五星温泉双飞6日1850元
胡杨林张掖嘉峪关纯玩双卧7日2980元起
新疆喀纳斯天池五彩滩双卧10日3180元 代办各国签证，另有多条出境线路

河南国旅洛阳分社
第七届夕阳红旅游节许可证号：L-HEN-CJ00002

电话：64368189 18939017627
地址：涧西区南昌路锦茂大厦八楼

欧洲4国13日一价全含10999元起

俄罗斯畅享8日 特 价
埃及迪拜10日 7599元起
土耳其全景10日8999元起

许可证号：L-HEN-CJ00011

河南康辉国旅

电话：13513840434 18638831770（微信）
地址：西工小商品市场东隔壁唐宫大厦708

山西全景6日950元重庆三峡7日 1880元
北京双飞5日1380元华东双飞8日1680元
桂林双飞5日 1580元海南双飞 1180元起
胡杨林7日2980元起新疆双卧10日3080元
俄罗斯8日特价6999元欧洲四国11日特价6999元
广深珠港澳桂林韶山包列1980元

洛阳中旅
许可证号：L-HEN-CJ00065

电话：64389149、64389695
地址：南昌路创展国际贵都2-811室

（可上门签合同）

直飞俄罗斯深度9日（往返高铁） 9680元
北欧四国+俄罗斯直飞12天（预售）10500元

柬埔寨直飞5日 1999元

逍遥游云南双飞6日1880元
大美新疆双飞8日 3480元
乐享内蒙古草原沙漠双飞4日588元

另：北京、华东、张家界、桂林、胡杨林、厦门等线路来电详询

电话：18637981110=微信
西工区小商品东隔壁唐宫大厦713房间

洛阳康辉旅行社
许可证号：L-HEN-03091

老年专列线路多多欢迎咨询

凤凰+黄龙洞5日 399元
山西全景6日 980元
北京双卧5日 1180元
青海湖茶卡盐湖6日2680元
胡杨林双卧7日 2980元

电话（微信）：15838566190 18903886523
地址：西工区道南路宝龙大厦605室

特价专线：西藏、青海、张家界等
1日游：老界岭、宝泉、黛眉山、皇城相府、漂流
2日游：平遥壶口、重渡沟、云台山、郭亮
4日游：日照青岛、蓬烟威、秦皇岛、北京

许可证号:L-HEN-CJ00005

洛阳中国青年旅行社

新疆、大连、东北、越南、泰国、夏令营
电话：62275561 13838839720（微信）
地址：西工小商品市场东隔壁唐宫大厦719

洛阳康辉旅行社
许可证号：L-HEN-03091

特
惠

北京夕阳红纯玩 5 日
丽江香格里拉泸沽湖8日
胡杨林品质双飞 5 日

张家界大峡谷玻璃桥499元

单位或企业负责人现场服务，记者和律师与您面对面

2017晚报读者节，欢迎您来和我们聊聊

读者节
2017

□记者 李岚

您还记得 2016 晚报读者节圆
满落幕时，《洛阳晚报》的编辑、记
者与您许下的“来年再聚”的约定
吗？转眼一年过去了，10月 14日、
15 日，2017 晚报读者节将在中国
国花园举办，“记者编辑和您面对
面”的贴心服务仍将准时在现场恭
候大家！

熟悉和喜爱《洛阳晚报》的读者，
总是能随口说出几个编辑和记者的
名字；天天阅读《洛阳晚报》的忠实用
户，每天拿到报纸的第一件事就是寻
找感兴趣的版面和栏目……在2016
晚报读者节期间，不少“咱家人”拿
着“咱家的报”赶到现场的“记者编
辑和您面对面”区域，想和记者、编
辑见见面，聊聊天，他们说他们爱看
《洛阳晚报》，“咱家的报”让人暖心、
踏实。

为了这种信任，我们一定不负
众望。今年，晚报读者节活动现场
仍将设置“记者编辑和您面对面”
区域，《洛阳晚报》多名记者、编辑
将恭候大家光临，替您分忧，帮您
解难。无论大事小事新鲜事，还是
好事坏事烦心事，只要您想说，我
们就愿意听。

当您消费或购物时，遇到了问
题，如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当您
买房或卖房时，如何避免“陷阱”？养
老保险如何缴纳？针对今冬供暖，大
家有哪些不明白的问题需要向供热
单位咨询？别着急，对于这些问题，
您在读者节现场都可以得到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