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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天气今日天气

阴天转阵雨或雷阵雨
偏北风5级左右

7℃～19℃
玩法

排列3

排列5

中奖号码

328

32816

全国中奖注数

直选

组选3

组选6

226注

11710注

0注

58928注

单注奖金

1040元

0元

173元

10万元

体彩“排列3、排列5”第20035期开奖公告

体彩超级大乐透开奖公告

01 07 23 24 26 03 07
奖级

一等奖
追加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基本

基本
追加

基本
基本

基本
基本

基本
基本

全国中奖注数
2注
1注

125注
432注

9492注

20532注

4899379注

15552注

458739注

42注
9注

每注金额
1000万元

280807元
224645元
10000元
3000元
300元
200元
100元
15元
5元

800万元

第 20015 期中奖号码

六等奖
七等奖
八等奖

基本九等奖

奖池 1389102103.50元

福彩3D开奖公告

7 4 0

中奖情况

奖等

单选

组选三

组选六

中奖注数

11436注
0注

24268注

每注金额

1040元
0元

173元

第 2020036期中奖号码

福彩“七乐彩”开奖公告

奖 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全国中奖注数

3注

24注

386注

每注金额

1845183元

9559元

1188元

091217 1819 25 28 07

第2020016期中奖号码
特别号码基本号码

中奖情况

彩票数据均来源于网络
以实际开奖信息为准

□记者 郭飞飞 通讯员 禹东晖

昨天，太阳悄悄躲在云层后
面。虽然气温依然相对较高，但
人们已感觉到了天气要“变脸”。

近期，我市升温明显，最高气

温超过20℃，但在此次冷空气的
打压下，气温即将“大跳水”，部分
地区气温“腰斩”。市气象台根据
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短期内我
市受低槽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
预计今天阴天转分布不均匀的阵
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中雨，偏北
风逐渐增大到5级左右，阵风7级
到8级，气温7℃到19℃。明天小
雨停止转多云，偏北风3级转偏东
风2级到3级，气温5℃到13℃，
下降更加明显。

昨日18 时，中央气象台继
续发布寒潮蓝色预警。3 月下

旬 ，如 此 强 势 的 冷 空 气 多 见
吗？河南省气象台数据显示：
1961 年以来，我省出现在 3 月
下旬的区域性冷空气过程共11
次，平均 5年多一遇，最强过程
为 2019 年 3 月 22 日。预计此
次冷空气过程，全省大部地区
气温降幅为8℃到10℃，部分地
区 12℃左右，全省大部分地区
最低气温可降至 1℃到 4℃，与
2019 年 3 月 22 日过程对比，寒
潮范围及强度稍弱。

乍暖还寒，看来大家还得继
续“春捂”。

□郭列军

3月24日，为做好餐饮业疫
情防控期间金融保障工作，帮扶
餐饮企业有序复工复产，在市商
务局的大力支持与指导下，洛阳
市餐饮与饭店行业协会与中国银
行洛阳分行在中国银行举行战略
合作签约仪式。

餐饮行业是关系民生、拉动内
需的重要行业，涉及范围广、从业
人员多，受疫情影响损失较大。为
了尽快帮餐饮企业渡过难关，市商
务局积极协调中国银行洛阳分行
与洛阳市餐饮与饭店行业协会对
接，最终签订1亿元战略合作协
议，全力支持餐饮业复工复产。

本次战略协议的签署也标志

着洛阳市餐饮与饭店行业协会与
中国银行洛阳分行的合作迈上了
一个新台阶。在此次合作的基础
上，双方将开展更多元化、更广领
域、更深层次的合作，携手共进，
互惠共赢，创新餐饮与金融行业
的合作场景，合力打造餐饮与金
融服务的生态圈，开创银企战略
合作的新篇章。

电话：13623894700

主要经营小麦粉、麸皮加工
及销售、粮食收购等。

洛阳市老城永昌面粉厂

顺 驰 驾 校
——驾培行业的标杆

电话：80889999 13383795111
地址：开元大道瀛洲路口西20米路南

现在报名交现在报名交500500元抵元抵10001000元元
（（仅限仅限100100个名额个名额））33月底截止月底截止

A1、A2、B1、B2、C1、C2、D照

华中高端酒品供应链

联系电话：18638893079

产品：茅台、五粮液、景芝、西凤
正大鳄鱼、张裕、XO

逯博士健康体验营

凭此广告免费体验两天

以帮助肥胖、“四高”人群恢复健康为使命

电话：13526983512
地址：中州路中央百货九楼9015

洛阳东升食品有限公司

冷鲜肉分割、猪白条批发、冷链
配送、生猪代购等，主供大型商
超、连锁酒店、部队、学校等各单
位互惠共赢。
电话：13783181555 地址：通河农贸城33/38号

加盟电话：13633792665
涧西区青滇路与景华路交叉口往南50米

传世刘香牛肉汤

采用祖传秘方纯牛骨熬制
无添加剂，汤清，肉香

咨询电话：400-6591-598
地址：西工区中州中路300号

王城国际中心1805室

合协听力·西嘉助听器
苏械广审（文）第2019125490号

亿伟专业汽车保养连锁

电话：400-676-5599

大胡子酱牛肉

电话：13949253358
地址：丽春路与丽新路交叉口

酱香浓郁·纯香可口·瘦而不柴·肥而不腻

洛阳碗底香米皮店洛阳碗底香米皮店

电话：13837912988
地址：玻璃厂路与凯旋路交叉口西南角

汇通驾校 C1照
C2照

电话：61118999、13015559220（微信同号）
地址：新伊大街与学院路交叉口西200米

即日起至5月底，所有医护人员在普通
班基础上均免费升为VIP班，疫情期间
友情价各类培训班均有大幅度优惠，凡
打电话微信咨询均有礼品赠送。

洛阳市洛西万安陵园
河南省民政厅批准的合法陵园河南省民政厅批准的合法陵园

电话：13838457565 13838864419
地址：新安县老城东函谷关加油站东100米老国道路南

疫情期间清明节暂停开放
安葬事宜可以电话预约

海小亮骨里香烧鸡

仅此一家仅此一家无加盟无加盟无分店无分店
电话：15038619125

13592039044 13525955485
地址：第一人民医院对面（机车工厂西门、飞龙小区东路口）

长安砂锅牛肉面长安砂锅牛肉面

始于上世纪90年代，火爆至今，本店注重食品安全、
诚信经营，让美味回归自然。面以汤鲜、肉香
面筋道为基础，坚持传统工艺操作。
电话：13837951529
地址：涧西区郑州路西苑路口南100米

安记驴肉汤安记驴肉汤
肉汤分明肉汤分明 浓郁开胃浓郁开胃 香味扑鼻香味扑鼻

肉烂而不腻肉烂而不腻 汤色白似乳汤色白似乳
总店：联盟路与太原路交会处15037970988
高新店：高新开发区河洛路与天中路交会处富春江酒楼
安记驴肉汤13503797111

河南开亿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公司具有建筑施工、装饰装修、防水防腐保温、
幕墙工程钢结构专业承包等资质。
地址：九都路中弘中央广场D座1902室
电话：4008779019 0379-60852691

电梯工程/中央空调/环保保温
消防通风/人防防化/真石漆

电话：0379-65999666

河南敦弘实业有限公司

嘉佳旺滋补全驴汤

驴肉汤、驴肉面，滋补开胃、汤香肉烂。
另批发零售生熟驴肉。
加盟热线：13353900226
地址:龙门大道与海校路交叉口

“天上龙肉、地上驴肉”

正宗逍遥镇胡辣汤就是这个味！

电话：17630506466
洛阳总店:西工小街 宝龙直营店:宝龙城市广场

清真方光宗胡辣汤
——洛阳小街名吃

洛阳恩三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洛龙区王城大道与太康路交叉口
水中阳酒店五楼

电话：0379-63635655

成立十八年巨惠活动报名中成立十八年巨惠活动报名中
在洛阳装房子 看过恩三再决定

电话：15038566688
地址：西工区纱厂南路金阳国际楼下
上海市场中街与南街交叉口东南角

刘国芳胡辣汤刘国芳胡辣汤

吃得安全！吃得放心！吃得够味！

名泰集团
品乐家新零售

电话：0379-60198843
地址：纱厂南路健康路口凯悦大厦

做国内专业的养生保健方案提供商

广告热线广告热线：：03790379--6087368860873688 地址地址：：洛龙区泉舜洛龙区泉舜186186BB座座17131713
（（排名不分先后排名不分先后））

三月诚信月三月诚信月 诚信商家展示诚信商家展示

气温即将“大跳水”明天开始“透心凉”

洛阳餐饮企业与金融行业合作迈上新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