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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资讯 A13

今日天气今日天气

阴天转多云,部分地
区有分布不均匀的
阵雨或雷阵雨

26℃～37℃
大雨急来骤去，高温依然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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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彩“排列3、排列5”第22163期开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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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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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万元

第 22070 期中奖号码

六等奖
七等奖
八等奖

基本九等奖

奖池1240666270.84元

□洛报融媒记者 张喜逢 通讯员
郭铭博

昨天，我们既经历了高温酷暑

的炙烤，又体验了狂风大雨的洗礼。

昨天一大早，市气象台就发布

了高温红色预警信号，提醒市区

最高气温可能超过40℃；傍晚又

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提醒市

民注意雷暴大风天气、7级大风，

以及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冰雹等

强对流天气。

连日来的持续高温天气，让很

多市民对这次降水充满期待，尤其

是昨天下午，即便在上班忙碌的间

隙，也要望几眼窗外的天空。不过，

想靠这场雨“打败”连日来的高温，

恐怕有些难。市气象台预报员解

释，此次降水过程持续时间不长，且

集中在昨天傍晚到夜间，随着雨水

退场，今天晴热天气继续“控场”，气

温依然很高。

那么，近期还会下雨吗？根据

最新气象资料分析，未来一周我市

仍然多晴热天气，最高气温普遍在

35℃以上，午后到傍晚多局地阵雨

或雷阵雨。26日到27日，受西南

涡东北移影响，有一次明显降水天

气过程。具体预报如下。

今天：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
分布不均匀的阵雨或雷阵雨，局地

伴 有 强 对 流 天 气 ，气 温 26℃ ～
37℃。

明 天 ：晴 天 间 多 云 ，气 温
25℃～40℃。

25日（周六）：白天晴天到多
云，夜里多云到阴天，有分散性阵雨
或雷阵雨，气温25℃～38℃。

26日（周日）：阴天，有中阵雨
或雷阵雨，气温27℃～34℃。

27日（周一）：中阵雨或雷阵雨
停止转晴天，气温24℃～32℃。

28日（周二）：多云到阴天，有
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3℃～
34℃。

29日（周三）：晴天间多云，气
温2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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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停电设备

【1胜凯线】1胜凯1开关 1胜凯线
#2分接箱2-1开关、胜榭2开关

【1春焦线】1春焦线、1焦鼎线、1焦
公线、焦合线

【秦营线】秦营线河洛路#3分接
箱3-2开关、秦营线河洛路#5分
接箱 5-1 开关、营林 2 开关、营
建2开关

【2同七线】2同七 1、2同七线#2
分接箱 2-1 开关、【1 同泰线】1
同泰1、1同泰2

停电开始
时间

6月30日
7:30

6月30日
9:30

6月30日
9:00

7月1日
7:00

停电结束
时间

6月30日
22:00

6月30日
21:00

6月30日
23:30

7月1日
22:00

停电影响范围

张建国（专变）、皇朝烤鸭（专变）、九都路香榭里阳光博朗阁7
栋、洛阳市西工区金榜广告设计服务中心

洛阳古城蔬菜市场有限公司

喜来登酒店有限公司

七里河军安小区19、23号楼；七里河军安小区20、21、22、24、
25、26、30、31号楼；七里河军安小区27、28、29、32、33、34、35、
36号楼；七里河军安小区4、7、8、13、14号楼；七里河军安小区
2、3、8、13号楼；七里河军安小区5、9~11号楼；七里河军安小区
1、6、11、12、15~18号楼；七里河泰山北街；涧河路回迁楼1、2、3
号楼；王城公园、市政管理路灯

（注:提前送电不再另行通知）
停电公告

□洛报融媒记者 杨柳

为更好服务洛阳工运事业和工

会工作，更好满足广大职工群众日

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依据全国

总工会《关于坚持公益性服务性方

向 推进职工服务阵地社会化市场

化运作的意见》，结合事业单位重塑

性改革要求，市总工会将洛阳市职

工活动中心职能定位为“一中心、两

学校”：“一中心”即洛阳市职工文化

活动中心，“两学校”即职工大学和

工匠学院。

近日，洛阳市职工文化活动中

心正式建成投入使用，为我市职工

群众提供了一个学习交流、素质提

升的崭新平台，这标志着我市职工

文化教育活动阵地进一步得到完善

和加强。该中心位于中州中路213

号（市总工会原办公大楼），建筑面

积约2000平方米，设有现代化的多

媒体教室、宽敞明亮的文化课教室、

标准的形体教室及设施齐全的茶艺

教室等，可同时容纳500余名职工

进行教育培训活动。该中心采取由

洛阳市职工活动中心与洛阳日报报

业集团联合办学的模式运营，双方

将发挥各自资源优势，以高质量发

展为主题，以高品质服务为主线，坚

持公益性、服务性方向，为广大职工

群众提供优质教育培训服务。

洛阳市职工文化活动中心投入

使用后，将开设丰富多彩、喜闻乐

见的培训课程，为广大职工群众提

供公益性、普惠性的服务，极大丰

富和活跃职工群众精神文化生

活。同时特别针对工会会员实施

普惠性服务：全国劳模、大国工匠
学费全免，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省
劳模获得者学费减免 50%，市劳

模、省五一劳动奖章和市五一劳动
奖章获得者学费减免 30%，工会会
员学费减免20%。

洛阳市职工文化活动中心的落

成对打造健康文明、积极向上的职

工文化，提高职工生活品质具有重

要意义。洛阳市职工活动中心负责

人表示，市职工文化活动中心要坚

持以职工需求为导向，以满足职工

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

和落脚点，将其建设成为广大职工

群众提升素质的大课堂、陶冶情操

的精神家园。

如果您想了解市职工文化活动
中心的相关活动，可于工作日上班
时间至中州中路213号（市总工会
原办公大楼，中州中路与嘉豫门大
街交叉口东南角50米）10楼1002
室咨询。

咨询电话：18838866877

洛阳市职工文化活动中心投入使用

21 日，洛龙区美术家

协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

召开，会议修改并通过了

《洛龙区美术家协会章程》，

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美协理事

会和主席团。常丽霞当选为

第三届洛龙区美术家协会主

席，郭伟、金伟、李豪东、苏

盼、宫万瑜、李冰、刘向利当

选为副主席，张凤霞任秘书

长。协会聘请郭增运为名

誉主席，袁利伟为顾问。

（余子愚 张俊望）

文体快讯

原创诗词作品诵读、

《灯火里的中国》舞蹈、《诗

经·秦风·蒹葭》吟唱……19

日，由市老干部教育活动中

心、洛阳老年诗词学会主办，

洛阳女子诗词学会承办的“荷

韵·隋唐”诗词朗诵音乐会在

隋唐城遗址植物园举行，为

观众奉上了一场视听盛宴。

（余子愚 张军霞 张利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