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历教室

杭州计算机学校
春季招生

“一技成”技能+ 大专（本科）学历
本校始创于 1998 年，2004 年被评为全国先进办学机构，

创立“一技成，天下行”校训，针对学生天赋个性的不同，实
施“包容开放、历练自信、教人做人、能技兼备”的“一技成
天赋教育”，培养网站、平面、动漫、装潢、程序等设计类“技
能+学历”的“一技成”专业人才。

核心专业－[电子商务创意与设计]是年薪可以 20 万以
上的专业。
“一技成”专业设置

①电子商务创意与设计 ②程序及网络技术
③平面设计与广告创意 ④装潢及景观设计
⑤三维建模与动画设计 ⑥机械与模具设计

一、初中毕业生入学，学制四年
二、高中、职高学历入学，学制三年
咨询电话：86899032 400-880-0571 网址：www.hzpcs.com

资格教室
开办 31 年●全国三八红旗集体●全国劳动模范罗红英主讲

学美容美发化妆美甲到花都
杭州滨江高教园滨文路花都大楼●85192888●WWW.ZJHD.COM

教育/生活
订版热线：0571-85311084 85310536

遗 失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正
本 海 运 提 单 遗 失 ，提 单 号 ：
SHA016482，船 名 ：COSCO
SHIPPING UNIVERSE， 航
次 ：0FA2PW1MA，卸 货 港 ：
NURNBERG ，收 货 人 ：
CONRAD ELECTRONICS
S.E.，品名：toolbox/case/hobby
knife，箱 数 ：771 箱 ，毛 重 ：
2932.5KG，体 积 ：29.64M3，开
船日：2019-2-3，特此声明该
票正本提单作废、无效。

杭州渝满堂餐饮有限公司税号
913301030743497589 遗失通用
机打发票，代码 133011830339
号 码 01658320-01658322、
04569623声明作废。

杭州悍高五金有限公司税号
91330106328230395X 遗失已开
具正常浙江增值税专用发票壹
份 ，代 码 3300182130 号 码
03057895，声明遗失作废。

戚奎元遗失回迁安置表原件一
套，拆迁编号XN726，特此声明。

杭州市肢残人综合服务中心二
期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
330100201600165 号 附 图 遗
失，声明作废。

杭州米拉之家服饰设计有限公
司遗失浙江省行政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资金往来结算票据
（302）一份，号码 2001478506，
特此声明。

悦达咖世家（上海）餐饮管理有
限公司杭州平海路店，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91330100580283536D 遗 失
由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16
年 11 月 09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
副本，声明作废。

蒋欢遗失二级注册结构工程师
注 册 执 业 证 书 ，证 号
S2144500393，声明作废。

遗失购房发票号码 00045882、
代码233000890145声明作废。

浙江省档案馆工会委员会遗失
中 国 工 商 银 行 专 户（帐 号
1202024509008952497）开 户 许
可 证 一 份, 核 准 号
Z3310001386602，声明作废。

遗失浙江杭州余杭区良渚追忆
咖 啡 馆 税 号
33102319820315054201，代 码
133011630339， 发 票 号
07844392-07844410声明作废。

杭州祥云药房，遗失吴影莉法
人章一枚，声明作废。

杭州萧山华达邮政器材有限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3301097252373200）不 慎
遗失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杭州市
萧山区分公司普通发票，发票
代码 033001800104，发票号码
13127454特此声明。

贝比亲（杭州）生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不慎遗失由杭州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于 2018 年 01 月 09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30100MA2B07RK5Q；遗失
公章（编号：3301090280560）、
合同章、财务章、发票章、法人
章(法人姓名：张利)各一枚，现
声明作废。

本人陈振东，是 2016 级浙江中
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研究
生，学号：201611121511177，身
份证号：362323199112304216，
专 业 ：中 西 医 结 合（肿 瘤 方
向）。于 2019 年 3 月不慎丢失
三方协议书，编号为：0030219，
特此声明作废。

杭州领头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因不慎遗失合同章，特此声明
作废。

遗失：吴婷护士执业资格证书，
报考级别：初级（士），报考专
业 ：护 理 学 证 书 编 号
200933033030，声明作废。

本报记者 寿亦萍

不论是城市还是农村，龋病（蛀牙龋坏）、牙周病、牙结石、牙菌斑、牙龈出血、牙本质敏感、牙列不齐、缺失牙、牙渍、

牙齿着色等患者众多。通常，不同的年龄段，会有不同的口腔问题。口腔问题日益凸显并始终困扰着人们，人们对口腔

问题的重视程度也不断加深，口腔健康已成为这个时代所追求的一个幸福点。

关爱口腔健康
爱心企业在行动

在浙江康复医疗中心的青苹果学园，有一群特殊

的孩子。从1995年建园以来，0-7岁的智障、孤独症、

脑瘫、语言障碍等特殊儿童在这里一点点展露笑颜，他

们在这里接受早期康复教育训练、家庭康复教育训练

指导，希望能融入社会，过上普通人的生活。

3 月 12 日上午 8 点，杭州美奥口腔 10 余名医生

来到浙江康复医疗中心，开展了“关爱儿童，从‘齿’

开始”公益义诊活动。活动现场，医生们为这些特殊

儿童进行了细致的一对一口腔检查，记录孩子们的

口腔健康状况，向家长们普及科学护牙知识，并向青

苹果学园捐赠了价值20万元的口腔诊疗卡及康复玩

教具。“树立儿童爱护牙齿、保护口腔健康的观念，让

他们懂得保护牙齿的重要性；给孩子们一个爱笑的

世界，努力营造全社会共同关爱残疾儿童权益的社

会氛围，让残疾儿童在同一片蓝天下，感受到更多的

温暖，快乐成长”，美奥口腔杭州区域总经理龚鸣说。

“爱牙万里行”
助力杭城人民口腔健康

其实，不仅仅是儿童口腔健康问题，一直以来，

美奥口腔都将全民口腔健康放在第一位，自成立以

来，已走进杭州 500 多个社区，开展了 1000 多场口

腔讲座、义诊。杭州美奥通过引进欧美成熟的医疗

理念，精研口腔医疗技术，陆续开展“爱牙月轻松种”

“关爱浙江缺牙人”等活动，已帮助数万名爷爷奶奶

们重拾“口福”。

为进一步加大公益力度，让杭城人民有一口健

康好牙，在 3 月 8 日举行的七周年品牌盛典上，杭州

美奥口腔启动了《2019 爱牙万里行》活动，通过社区

义诊、科普讲座、免费治疗等措施普及口腔健康护

理，提高全民口腔健康意识。

医生：提高口腔健康意识
中老年人缺牙尤其不可忽视

我国大部分中老年人存在牙缺失情况，其中许

多没有进行及时处理。长期缺牙若不处理，邻牙会

受牵连出现松动脱落，导致缺牙越来越多，最终因

丧失咀嚼功能，导致一系列并发症。缺牙后及时处

理，既能少花钱，也能少折腾。一般来说，认为传统

种植牙种植时间偏久的患者可以选择即刻种植。

在拔牙后，利用拔牙创口实现即拔即种，让患者免

除二次手术伤害，即刻恢复正常饮食功能。德国口

腔医学博士、颌面外科博士、外籍疑难种植学科带

头人斯查尔曼这样表示。

关爱浙江缺牙人 预约可享限量特惠
3 月 16 日（本周六）上午 9 点，为广大市民早

日实现口福，杭州美奥口腔将举办一场种植牙体

验分享会，让更多的缺牙人真正了解种植牙，认

识自身口腔种植条件，体验即刻种植技术，突破

“牙槽骨骨量不够”等问题，甩掉“盲种”，轻松放

心种牙。

本报读者即日起可报名参加，还将获得多重种

植优惠与福利：免费牙槽骨骨量评估；一对一国际种

植医生设计方案、爱牙礼包1份；前50名预约可享活

动限量特惠：进口种植体种1颗送2颗！多颗种植不

止省万元！

预约报名或了解详情可拨打栏目电话。

提高全民口腔健康 爱牙万里行在杭启动
中德医生联合亲诊 关爱市民口腔健康 再享种植牙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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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生

本地中奖注数
8注

446注
6，033注

单注奖金
3，714元

50元
5元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中国体育彩票浙江省20选5第19066期开奖公告
开奖日期：2019年3月14日

本期销售金额：167，724

本期开奖号码：03 06 07 15 16
本期出球顺序：16 07 06 03 15

本期中奖情况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5月13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0.00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福彩3D
第2019066期

中奖号码
销售总额：50120526元

奖等

单选

组选3
组选6
其他投注方式中奖3023元

浙江中奖注数

1276
0

1300

每注奖额
（固定）

1040元

346元

173元

浙江销售3043232元，返奖额1554963元。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9年3月14日

3 0 8

应派奖金合计
317，200元

0元
58，820元

376，020元

中奖注数
305注

0注
340注
645注

投注方式
直选

组选3
组选6
合计

单注奖金
1，040元

346元
173元

...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浙江省）第19066期开奖公告
开奖日期：2019年3月14日
本期浙江销售金额：1，400，328元

本期开奖号码：2 5 7

本期中奖情况

9，381，812.44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5月13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19，594，631.44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应派奖金合计
3，500，000元
3，500，000元

中奖注数
35注
35注

奖 级
一等奖
合计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9066期开奖公告
开奖日期：2019年3月14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11，256，978元

本期开奖号码：2 5 7 9 2
本期中奖情况

单注奖金
100，000元

...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5月13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福彩双色球
第2019029期

中奖号码：红色球（●）蓝色球（★）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中奖条件
●●●●●●+★
●●●●●●
●●●●●+★
●●●●●/
●●●●+★
●●●●/●●●+★
●●+★/●+★/★

中奖注数
6注
83注

1157注

61274注

1166185注
9596595注

奖金
8343406元/注
302115元/注

3000元/注
200元/注
10元/注
5元/注

本期我省中1注一等奖（舟山），10注二等奖（金华5注，宁波2注，舟山2
注，丽水1注）。
奖池累计12.6930亿元滚入下期。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9年3月14日

08 11 17 23 32 33 10

全国销量：358515950元
浙江销量：28416950元

福彩15选5
第2019066期 投注总额：1486028元

中奖号码（无需排序）

奖级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派奖中奖注数

中奖条件
中5连4

5个号全中
中任意4个号

7个号全中

中奖注数
334
334

14229
99

奖金
4366元/注
1455元/注

10元/注
3030元/注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9年3月14日

02 07050403
派奖幸运号码(无需排序) 0801

本期派奖99注，单注派奖奖金为3030元。
下期派送总奖金额为：300095元。

本地中奖注数
8注

446注
6，033注

单注奖金
3，714元

50元
5元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中国体育彩票浙江省20选5第19066期开奖公告
开奖日期：2019年3月14日

本期销售金额：167，724

本期开奖号码：03 06 07 15 16
本期出球顺序：16 07 06 03 15

本期中奖情况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5月13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0.00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福彩3D
第2019066期

中奖号码
销售总额：50120526元

奖等

单选

组选3
组选6
其他投注方式中奖3023元

浙江中奖注数

1276
0

1300

每注奖额
（固定）

1040元

346元

173元

浙江销售3043232元，返奖额1554963元。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9年3月14日

3 0 8

应派奖金合计
317，200元

0元
58，820元

376，020元

中奖注数
305注

0注
340注
645注

投注方式
直选

组选3
组选6
合计

单注奖金
1，040元

346元
173元

...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浙江省）第19066期开奖公告
开奖日期：2019年3月14日
本期浙江销售金额：1，400，328元

本期开奖号码：2 5 7

本期中奖情况

9，381，812.44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5月13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19，594，631.44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应派奖金合计
3，500，000元
3，500，000元

中奖注数
35注
35注

奖 级
一等奖
合计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9066期开奖公告
开奖日期：2019年3月14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11，256，978元

本期开奖号码：2 5 7 9 2
本期中奖情况

单注奖金
100，000元

...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5月13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福彩双色球
第2019029期

中奖号码：红色球（●）蓝色球（★）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中奖条件
●●●●●●+★
●●●●●●
●●●●●+★
●●●●●/
●●●●+★
●●●●/●●●+★
●●+★/●+★/★

中奖注数
6注
83注

1157注

61274注

1166185注
9596595注

奖金
8343406元/注
302115元/注

3000元/注
200元/注
10元/注
5元/注

本期我省中1注一等奖（舟山），10注二等奖（金华5注，宁波2注，舟山2
注，丽水1注）。
奖池累计12.6930亿元滚入下期。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9年3月14日

08 11 17 23 32 33 10

全国销量：358515950元
浙江销量：28416950元

福彩15选5
第2019066期 投注总额：1486028元

中奖号码（无需排序）

奖级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派奖中奖注数

中奖条件
中5连4

5个号全中
中任意4个号

7个号全中

中奖注数
334
334

14229
99

奖金
4366元/注
1455元/注

10元/注
3030元/注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9年3月14日

02 07050403
派奖幸运号码(无需排序) 0801

本期派奖99注，单注派奖奖金为3030元。
下期派送总奖金额为：300095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