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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彩“排列3、排列5”第18214期开奖公告
玩法

排列3

排列5

中奖号码

817

81790

全国中奖注数

直选

组选3

组选6

45注

4508注

0注

116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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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奖 等
一等奖
二等奖

全国中奖注数
1注

95注

每注金额
1000万元
269198元

061016192433 16
中奖情况

第2018092期中奖号码
红色球号码 蓝色球号码

福彩3D开奖公告

8 8 1

中奖情况

奖等

单选

组选三

组选六

中奖注数

20792注
21409注

0注

每注金额

1040元
346元

0元

第2018214期中奖号码

彩票数据均来源于网
络，以实际开奖信息为准。

蔬菜质量公告
抽样地点 样品数 合格数 超标品种 处理结果

通河农贸（含水产，

干菜、甲醛试点）

七一南路海鲜
大张物流园
谷水西农贸
长春路农贸

160 160 / /

8月9日

680 680 / /

180 180 / /
112 112 / /
112 112 / /

双休日活动多，请您别错过

□体彩

眼下，欧洲足球五大联赛即将全
面打响。为了让更多彩民朋友享受
竞猜国际顶级赛事的乐趣，足彩每周
选择5场到10场重量级比赛开售单
场胜平负或让球胜平负玩法，为广大
彩民提供更丰富的选择。

每年7月、8月是欧洲足球联赛回
归之时，7月28日到8月4日，俄超、
德乙、法乙、苏超等联赛已经陆续登
场，为新赛季欧洲足坛打响前哨战。

新赛季的英超联赛即将揭幕，曼
城、曼联、切尔西、阿森纳、利物浦、热
刺等豪门球队将进行激情碰撞，冠军
争夺战从第一轮就将打响。

综观法甲和葡超联赛，巴黎圣日耳
曼在新赛季依旧一家独大，摩纳哥、里
昂等队会继续向大巴黎发起强有力的
冲击；波尔图、本菲卡、葡萄牙体育仍将
在葡超联赛中呈现三足鼎立的态势。

新赛季的西甲和意甲联赛也是
看点十足。在西甲联赛，皇家马德里
和巴塞罗那仍将双雄争霸，马德里竞
技也具备很强实力；意甲联赛新赛季
备受关注，因为有了C罗的加盟，尤文
图斯实力大增，整个联赛的关注度倍
增，那不勒斯、罗马、米兰双雄将向斑
马军团发起有力冲击，小世界杯的盛
景或将重新出现。

此外，新赛季的欧冠联赛和欧
联杯比赛也将让球迷大呼过瘾。欧
洲足球盛宴的大幕即将全面拉开。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您在享受
比赛、竞猜所带来的乐趣之时，您所
购买的足球竞彩游戏，每注将有18%
的资金用于社会公益事业，助力更多
人实现梦想。

新赛季来袭
欢乐竞彩等您上场

另有9月1日/15日/22日西北专列，价格现询！

路仕达国际旅行社

总部电话：63900533 63911315
地址：西工区唐宫大厦6楼613（西工小商品市场东隔壁）

许可证号：L-HEN-CJ00046

8月25日甘肃、新疆、宁夏、内蒙古、
青海5省（区）空调专列2580元起
限时抢购，两人报名立减800元！

报名截止日期8月17日！

电话：60415690、13938809378（微信）
地址：延安路9路车终点站

老君山
一日游138元，两日游248元

洛 阳 青 旅
许可证号：L-HEN-CJ00005

电话（微信）：18623753767 15838566190
地址：西工区道南路宝龙大厦605

平遥王家大槐树壶口2日游280元
老界岭鹳河漂流清凉2日游398元
宝天曼森林公园休闲2日游298元
五A老界岭避暑一日游 118元

洛阳旅游集散中心
许可证号：L-HEN03108

电话：65159905 63635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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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日游138元，两日游248元

电话：13213669567
地址：丹城路与道南路交叉口客运六公司院内

电话：60876668 15138727198
地址：谷水大张斜对面

老君山
一日游138元，两日游248元

河 南 中 旅 集 团
许可证号：L-HEN-CJ0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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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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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日游138元，两日游248元

日照+青岛海滨休闲避暑双卧 880元
青岛威海蓬莱烟台+长岛全陪1680元
北戴河野生动物园渔岛乐岛1680元
大连+极地海洋世界洛阳直飞2690元
承德避暑山庄塞罕坝乌兰布统1680元
青海湖塔尔寺茶卡盐湖互助1480元
武夷山厦门鼓浪屿土楼双飞1980元
呼伦贝尔黑山头满洲里双飞2980元

洛阳中国国际旅行社
许可证号：L-HEN-CJ00003

总部电话：64325061 64325106
地址：九都西路国旅大厦5楼国内中心

〖扫描右侧二维码〗免费领！
全城大派送噢！

只限本地宝妈参与噢

预约电话：18037924225

招聘热线：18567621166 0379-60686168 地址:洛龙区正大国际西区3号楼105号铠文贝贝

刊登热线:60873688/18838860398
地址：洛龙区长兴街与展览路交叉口泉舜186

写字楼B座1713室

□记者 谢磊 杜卿

科普大讲堂

● 主题：如何有效发挥孩子天性
主讲：肖智敏
时间：11日9时30分至11时
地点：市科学技术馆二楼科普大讲堂
电话：60692600

市图书馆活动

● 主题：现代雅乐与古典诗词吟唱
主讲：虎春红
时间：11日9时至11时
地点：二楼学术报告厅

涧西区图书馆活动

● 主题：电影《小黄人大眼萌》
时间：11日14时30分
地点：涧西区图书馆道德讲堂407室

市少年儿童图书馆（涧西区）活动

● 主题：萤火虫放映室之《虎皮萌
企鹅》

时间：12日9时30分至11时10分
地点：畅元大厦5楼多功能厅
活动对象：不限年龄（线上限报40个，

独立参与，无需家长陪同）

市少年儿童图书馆洛龙友好
分馆活动

● 主题：少图暑期职业体验活动之“我
是小牙医”

时间：11日9时30分至11时30分
地点：洛龙区英才路与古城快速路交叉

口西北角万基公寓1层至3层
活动对象：6 岁以上小读者（线上限报

15个，需家长陪同）

市少年儿童图书馆城市会客厅
分馆活动

● 主题：DIY“手工包”
时间：11日14时30分至15时30分
主讲：南老师
地点：洛阳会展中心B区负一楼（开元

大道边）
活动对象：8岁以上儿童，线上限报1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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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2018年 8月2日上

午，洛阳日报社招标管
理委员会就报业集团职
工餐厅售饭系统项目，
在报业大厦 1406 室进
行了开标、评标、定标。
最终选择新开普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为中标单
位。新开普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地址：郑州市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迎春街
18号，特此公告。联系
电话：0379-65233526

洛阳日报社招标管
理委员会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