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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资讯A12

体彩“排列3、排列5”第22313期开奖公告
玩法

排列3

排列5

中奖号码

169

16985

全国中奖注数

直选

组选3

组选6

124注

11356注

0注

29454注

单注奖金

1040元

0元

173元

10万元

体彩超级大乐透开奖公告

03 16 23 27 32 03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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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注
2注

262注
1651注

19839注

41665注

7688011注

39898注

862834注

131注
43注

每注金额
7180775元

67295元
53836元
10000元
3000元
300元
200元
100元
15元
5元

5744620元

第 22134 期中奖号码

六等奖
七等奖
八等奖

基本九等奖

奖池 1082667691.29元

彩票数据均来源于网络，以实际开奖信息为准

今天天气晴好，气温持续回升

喜 鹊 搬 家 64815669

西 工 搬 家
涧 西 搬 家
老 城 搬 家
新 区 搬 家

62 22 26 88
62 22 25 88
166 9233 2255
186 3799 7788

财 运 来 搬 家

好运搬家 65938188
好 运 总 店 63993777

搬 家 大 全

家 电 维 修
▶唐师傅修各种家电13213571260

房 屋 维 修
▶房屋治漏有店保修13663893029

管 道 疏 通
▶信得过管道疏通吸污60119995
专业疏通清化粪池 18238831155
▶ 信安管道疏通吸污打孔，
诚信服务有保障 18736343434

▶修房顶卫生间漏水18237922221

空 调 维 修

▶鑫源移修空调回收15139995091
▶空调移修出租回收15225400530

老 年 公 寓
▶福星养老高端娱乐15038534865

▶花园爱心养老院 13592027771
▶瑞康养老电梯大院13783119885

▶西工红山万昂养老19937905287
▶暖气片太阳能安修洗63768521

太 阳 能

翠云谷养老中心
定鼎北路上清宫森林公园内13803883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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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天气今日天气

多云间晴天
偏南风2级~3级

6℃~17℃

我市3个村入选
全省首批乡村康养旅游示范村

我市一项目获第六届
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金奖

□洛报融媒记者 牛鹏远 通讯员 郭
铭博

昨日，洛阳回归晴好天气，冬日阳

光温暖地洒向大地，午后最高气温也升

至14℃。

迎来小雪节气后，我国天气延续立

冬以来的偏暖格局。根据中国天气网

消息，由于冷空气势力依旧偏弱、偏北，

预计本月26日之前，我国大部分地区气

温都将持续偏高。今天，华北地区南部

到黄淮一带最高气温普遍在 20℃到

24℃，较常年同期明显偏高，之后，江南

和贵州等地随着雨水收敛，多地最高气

温也会升至20℃以上。不过冷空气已

经在积蓄实力了，本月底将有一股寒潮

侵袭，并带来大范围雨雪、大风、降温天

气，大部分地区气温将转为较常年同期

明显偏低水平，冬季前沿或大踏步向南

推进，比如咱洛阳，受冷空气影响，28日

前后会出现降雨、降温天气，部分地区

还可能出现中到大雪，建议大家关注最

新天气变化，及时增添衣服。

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短期受

平直西风环流影响，预计今天白天，洛

阳全区多云间晴天，偏南风2级到3级，

气温 6℃到 17℃；今天夜里到明天白

天，洛阳全区多云到晴天，偏南风2级到

3级，气温7℃到19℃。

冬季天气干燥，加上家里开着暖

气，极易产生静电。生活中的静电，主

要是由人体表面两种或多种介电系数

不同的物质在摩擦过程中，产生正负电

荷转移和积累形成的，我们在行走、穿

脱衣服时，皮肤、秋衣、毛衣、袜子、鞋子

之间的摩擦都能产生静电。有研究

表明，人体产生的静电电压有几千

伏甚至几万伏之高，之所以释放静

电除了给我们带来短暂的痛麻感，

不会造成其他伤害，根本原因在于

它持续的时间太短，只有几毫秒。

消除静电，根本办法在于降低和消

除静电产生的环境和成因。生活

中，我们可以通过安装接地防静电

球、摸门把手前先洗手、在门把手上套

塑胶套等方法防静电。同时，把室内空

气湿度控制在50%到80%，也能在一定

程度上防静电。

□洛报融媒记者 戚帅华 通讯员 侯
豫炯

记者获悉，河南省首批乡村康养

旅游示范村名单日前公示，全省共

40个村（社区）入选，我市3个村榜上

有名。

乡村康养旅游示范村是指在开展

乡村康养旅游活动中，对推动文旅文创

融合、助推乡村振兴具有典型示范意义

的行政村（社区）或自然村。

此次我市有3个村入选河南省首批

乡村康养旅游示范村，分别是：栾川县

潭头镇拨云岭村、嵩县车村镇铜河村、

新安县正村镇石泉村。

此前，我市共有32个村（社区）入

选河南省乡村康养旅游示范村创建单

位名单。

□洛报融媒记者 白云飞
通讯员 王勇

本报讯 日前，农业农

村部公布2022年中国美

丽休闲乡村名单，栾川县秋

扒乡小河村榜上有名。至

此，我市共有3个村（社区）

获评中国美丽休闲乡村，

此前获评的为孟津区送庄

镇朱家寨村、汝阳县付店

镇牌路社区。

小河村地处伏牛山腹

地，山清水秀，生态宜

居。近年来，当地立足生

态优势，在大力推进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的基础上，

创新开展乡村运营，让群

众生活越来越美、腰包越

来越鼓。

目前，村里已建成

500 亩荷花观赏池，打

造了荷花广场、人工沙

滩等景观，种植大樱桃、

葡萄、蜜桃等特色林果

200 余亩，发展精品民

宿及农家宾馆 38 家，初

步形成“一季有荷、三季

有果、四季有乐”的乡村

旅游发展模式。

□洛报融媒记者 戚帅华 通讯员 赵麟

近日，第六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

项目大赛获奖项目名单出炉，洛阳三

彩（国际）陶艺村·爱和小镇的“艺术

之光点亮山乡”文旅志愿服务项目获

金奖。

第六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

赛由共青团中央、中央文明办、文化和

旅游部等七部委共同主办，共有150个

项目获得金奖。

“艺术之光点亮山乡”文旅志愿服

务项目，由已成功举办七届的中国

“当日”艺术展和已成功举办十届的

“小手画三彩”三彩艺儿童釉画大赛

共同组成，采用“艺术+扶贫”“旅

游+扶贫”“就业+扶贫”等多种方

式，将扶贫与艺术、文化、旅游、传统

工艺相结合，创造了艺术扶贫、美育扶

贫的新模式。

我市再添一个
中国美丽休闲乡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