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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超

为提升服务水平，让更多中老年读
者受益，洛报老年健康大学特邀西北农
林科技大学退休教师杨书元举办“现代
营养学与大健康”专题讲座。活动报名
场面火爆，现余票已不多，抢完即止。

杨书元为中医病理学、中药药理学
专家，由他精心打造的“现代营养学与
大健康”专题讲座将分别于9月16日、

23日上午在新区洛报集团2楼东会议
室举办。讲座结束后，杨书元还会送上
彩蛋——免费开出“书元名方”。

此次讲座仅向报名参加洛报老年健
康大学的学员和洛报中老年读者开放，
每张健康讲座票268元。只要您报名成
功，除可凭票现场听讲座，还可享受以下
福利：

1.洛报老年健康大学全年课程，包括
每周的健康养生课堂（专家主讲）及书

法、绘画、声乐、舞蹈、旅游等丰富的文娱
课程和活动。

2.具备报名条件，报名成功即送定制
的价值499元泰国名品乳胶枕头1个。

3.洛阳美年大健康体检中心价值199
元的体检卡1张（含基础体检套餐）。

4.洛阳宝神鹿连锁药房名医馆提供
的特色中医诊疗项目。

报名电话：63350000、63357868、
13592053618、13937977505（微信同号）

名家开讲 为您健康护航
杨书元“现代营养学与大健康”专题讲座余票不多，抢完即止

9日至10日，在河科大管
理学院的精心组织下，河科大
2018 级全体MBA新生齐聚
宜阳凤凰路拓展基地，开展为
期两天的户外拓展训练。专
业老师带领同学们开展了一
系列团建拓展项目，让大家磨
炼了意志、增进了友谊、增强
了凝聚力。 （晓庞）

厂房出租
洛龙区安乐镇曙光村

北（河堤边）纸箱厂里有车
间两处，住房3间，小伙房
1间，水电齐全交通便利，
租价便宜,有意者请联系
13938874820（找老李）。

7天优品酒店（九都
西路与珠江南路交会处）
1500m2地下室招租，建
议用于经营网吧、游戏厅
等娱乐场所（可合租）。
电话：18538886636魏

招 租
政和路丹尼斯附近

饭店转让，320m2，设施
新，交通便利，有停车
场，接手即可营业，联系
电话：18736317712。

饭店转让

60873688
18838860398

广告
热线
监督电话：65999666

转 让

电话：18937947538
联系人：杨先生

白马寺附近有
农业生态地1000
亩，水电齐全，环境
优美，价低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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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彩“排列3、排列5”第18249期开奖公告
玩法

排列3

排列5

中奖号码

289

28986

全国中奖注数

直选

组选3

组选6

22注

5877注

0注

111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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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注

139注

每注金额
8438555元
185533元

010205122022 01
中奖情况

第2018107期中奖号码
红色球号码 蓝色球号码

福彩3D开奖公告

6 3 6

中奖情况

奖等

单选

组选三

组选六

中奖注数

15130注
14806注

0注

每注金额

1040元
346元

0元

第20182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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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昌路丹尼斯

兴隆花园农贸
老集大张
大张物流园
五岳农贸

112 112 / /

9月13日

112 112 / /

112 112 / /
112 112 / /

112 112 / /

□记者 谢磊 杜卿

科普大讲堂

●主题：创客教育与人工智能
主讲：王延团
时间：9月15日9时30分至11时
地点：市科技馆二楼科普大讲堂

市图书馆活动

●主题：魏晋玄学与养生文化
主讲：曹颂今
时间：9月15日9时至11时
地点：二楼学术报告厅

●主题：防范新型网络金融诈骗 构
建安全便捷支付环境

主讲：郜磊
时间：9月16日9时至11时
地点：二楼学术报告厅
●主题：如何让新入园的孩子不哭

不闹——降低孩子分离焦虑的六大技巧
主讲：吴若瑜
时间：9月16日9时至11时
地点：二楼多功能厅

市少年儿童图书馆（涧西区）活动

●主题：萤火虫手工坊之《瓢虫》
主讲：骆婷老师

时间：9月15日10时至11时
地点：畅元大厦五楼手工活动室
活动对象：4岁以上儿童（线上限报

10名，亲子参与，需家长陪同）
市少年儿童图书馆活动报名方式：
关注“洛阳市少年儿童图书馆”或

“洛阳市少儿图书馆”微信公众号，进入
微服务大厅，点击活动报名

如何让新入园的孩子不哭闹？这里有妙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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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电设备

娄古#14开关至#48开关
之间线路

焦尔线建业高尔夫花园#1
配电室105开关以后线路

青中线中州路#7分接箱
7-5开关以后线路

义居线居业小区#2分接
箱2-7开关以后线路

青陈线#6配变

1.仓粉线国花路#4分接
箱#4-2开关至仓粉线#
46开关至仓粉#44-1开
关之间线路；2.仓花线国
花路#4分接箱4-2开关
至仓花线#46开关之间
线路

义居线居业小区#1分接
箱1-5开关以后线路

1吉农#1开关至1吉农#
37开关之间线路

旭九线九都路#3分接箱
#3-5开关以后线路

停电开始时间

21日 5:00

21日 9:00

21日 6:00

21日 7:00

21日 7:30

25日 6:00

25日 6:00

25日 7:00

25日 9:00

停电结束时间

21日 23:00

21日 16:00

21日 22:00

21日 23:00

21日 19:00

25日 23:00

25日 23:30

26日 23:00
(白天停，
晚上送）

25日 18:00

停电影响范围

白松军、张俊峰、特华、郭武德、德赢、李楼派出所、新康城汗蒸馆、
学强稀土、嘛楠楠、冯玉光、瑞金耐磨、狮子桥、芊卉花木、景华市
场居民用户、西高村居民用户、董村居民用户、狮子桥村居民用户

38号楼1单元、40号楼1单元

团结街33号楼、团结街、东通巷、共和胡同、中州东路4号工商银
行家属楼、东通巷4-40#、共和胡同26号-43号、中州东路15号
楼、瀍河区东关回民小学、62101部队洛阳办事处（栾州宾馆）、
瀍河区房地产开发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洛阳
市第二十四中学 、市第一人民医院（630）

居业小区11号、13号、14号、15号、16号楼

老城区环城北路部分、坛角东街（民宅）

鑫豪小区、洛阳市辉源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市烈士陵园、洛阳
市公安局（防暴队）、洛阳市城市照明灯饰管理处（洛三高速邙
岭段）

居业小区5号、6号、7号、8号楼

里村部分用户、里村市场、河南省银兴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世纪
广场、农村商业银行

县乡公路管理处250KVA、海晨置业500KVA+630KVA

9月停电公告 (七） （注:提前送电不再另行通知）

扫二维码，
查看更多精彩
活动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