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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市教育系统
公开招聘277名公费师范生任教
本报讯（兰州晨报/掌上兰州首席记者
武永明）兰州市教育局 9 月 10 日发布公告，
公开招聘 277 名 2020 届公费师范毕业生到
兰州市中小学校任教。
凡热爱教育事业，有扎实的专业基础理
论和实践能力，
具有教师所需的专业知识和业
务能力，
取得本科毕业证和学士学位证书等条

件的 6 所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应、
往届公费师
范毕业生，以及经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批准的
跨省就业的公费师范毕业生均可报名。
此次招聘采取现场报名的方式。应聘人
员 须 登 录 兰 州 教 育 网（http：
//jyj.lanzhou.
gov.cn/）下载填写兰州市教育系统公开招聘
2020 届公费师范生报名登记表，并提供有关

甘肃省第二届书法高级研修班
兰州大学开班
本报讯(兰州晨报/掌上兰州记者任彩玲)9 月 7 日，
由甘肃省书法家协会与兰州大学书法研究所联合举
办、兰州大学书法研究所承办的甘肃省第二届书法高
级研修班正式开班，来自全省的 56 名学员开始了为期
1 年的书法研习。
本届研修班，
利用节假日和周末，
安排面授 8 次，
每
次 3-4 天。将聘请书法、绘画、篆刻、文史哲、艺术等领
域知名专家学者授课，
其中实践课由兰州大学著名书法
家、
中书协专委会委员、
全国展和兰亭奖获奖者承担。

开奖公告
福利彩票

双色球第 2019106 期
开奖号码：
02 14 22 27 30 33 + 14
一等奖
3 注 10000000 元/注
3D 第 2019246 期
开奖号码： 6 1 5
单 选
11669 注 1040 元/注
组选 3
0 注
346 元/注
组选 6
37484 注
173 元/注

证件。考核采取现场面试考核的方式进行，
可
采取试讲、
说课、
现场答辩、
面对面交流等多种
形式，
重点考察应聘者的专业知识和教学技能。
考核合格者，现场签订就业协议书或补
充协议书。经过体检、考察和资格复审、公示
等程序后，符合聘用条件的人员，由兰州市人
社局审批办理聘用手续。

兰州市面向全社会征集政务服务APP名称
本报讯（兰州晨报/掌上兰州
首席记者刘琼）9 月 10 日，记者从
兰州市大数据管理局获悉，为了更
好凸显兰州市政务服务 APP 便民
利民惠民的特征，打造兰州政务服
务的品牌形象，引领城市管理新模
式，兰州市将面向社会征集兰州市
政务服务 APP 名称。
据悉，本次征集活动从 2019
年 9 月 11 日 正 式 开 始 ，截 止 到
2019 年 9 月 18 日。凡具备相关能
力的单位、企业、协会等社会组织
和个人均可参加。主办方将聘请
相关专家组成评审组，分别评出入
围奖 3 名，各奖励 1000 元奖金；一
等奖 1 名，奖励 3000 元奖金。

具体征集要求为：1.名称要
能够体现兰州政务服务 APP 的地
域特色、互联网特点和为民服务的
特性。同时要有创意，易于传播，
并且需要有鲜明的特点，便于记
忆 ，如 ：金 城 办 、兰 州 办 事 、兰 州
通。2.名称需要提供文字说明，简
要阐述设计思路、理念、内涵、释
义，字数限于 100 字内。3.投送作
品必须为原创独立作品，不与任何
已公开发表的 APP 名称相同或近
似，并且该作品并未参加过其他设
计征集活动或比赛。4.本次投稿
如出现作品相同或者近似，以投稿
时间的先后顺序为准。
本次征集作品，只接受作品及

兰州一彩民:
56 元复式彩票
擒获 688 万双色球头奖

快讯

使用省级福利彩票公益金 837 万元，
共资助 3172 名寒门学子圆了大学
梦。
史庆元来自庄浪县，
是本次活动
的受助学生之一，
她自幼与祖母相依
为命，
祖母年老体弱多病，
家庭经济困
难，
这些年多亏党和政府给予资助，
帮
助她完成了从小学到高中的学业。

资金发放仪式现场 。

9 月 5 日至 6 日，甘肃省民政厅在平凉
市庄浪县、静宁县举行 2019 年“福彩圆梦·
点燃希望”——资助困难大学生资金发放仪
式，共计 150 万元爱心助学金分发到庄浪、
静宁两县的 300 名参加 2019 年全国统一
高考、被全日制普通院校正式录取的困难学
子手中。甘肃省民政厅一级巡视员郭华峰，
省教育厅学生资助中心副主任蔡润，省福彩
中心主任白波，平凉市民政局、庄浪县、静宁
县相关领导及受资助的学生和家长代表参
加了资助金发放仪式。

相应材料电子文件的邮件发送方
式，作者无需递交作品的打印稿及
相应材料实物。中选名称使用权
归兰州市大数据管理局所有，本次
征集活动不收费，不退稿。投稿应
注明作者姓名、单位、联系方式，投
稿邮箱：1062624568@qq.com；联
系电话：0931-4538253。
据了解，
兰州市政务服务 APP
是兰州市按照 1+3+3+3 的建设架
构（1 个移动端国家标准，APP、公
众号、
小程序 3 种服务形式，
政务服
务、便民服务和商务服务 3 种服务
内容，形成政务服务、部门办事、便
民服务 3 类事项清单）打造的城市
最全政务服务移动端。

金昌彩民连续爆出福彩大奖

省民政厅 150 万福利彩票公益金
资助 300 名贫困学子圆大学梦

郭华峰在活动现场表示，开展
“福彩圆梦·点燃希望”
——资助困难
大学生活动，是省民政厅让精准扶
贫、
精准脱贫落到实处，
践行
“民政为
民、民政爱民”的重要举措。也是弘
扬福利彩票
“扶老、
助残、
救孤、
济困”
的公益精神，
践行
“取之于民、
用之于
民”的社会承诺。省民政厅 17 年中

请扫二维码查看现场
报名时间和地点

她今年考上理想的大学，
“拿到录取通
知书的那一刻，
自己很激动，
又有些失
落……是省民政厅伸出了援助的手，
让我们感受到了来自党和政府的关
怀和温暖……”史庆元作为学生代
表发言，
保证在今后的大学路上刻苦
学习、节俭朴素、永怀感恩、回报社
会。
（孟晴云）

9月5日，
福彩双色球第2019104期开奖，
当期开出红球号码01、
05、
16、
17、
18、
24；
蓝球号码10。当期头奖开出7注，
单注奖金684万元，
我省
兰州彩民擒获1注，
其余6注花落内蒙古、浙江、
福建、
山东、
广东、
云南。
当期我省兰州市安宁西路长风19栋商铺62015017号投注站彩民以56元
8+1复式彩票擒获双色球一等奖1注、
三等奖12注、
四等奖15注，
共收获
奖金688.7万元。此注头奖是2019年我省彩民收获的第10注双色球一
等奖。当期双色球全国销量为3.3亿多元。计奖后，
双色球奖池金额为
7.2亿元，
下期彩民朋友将有机会2元中得1000万元。 （孟晴云）

双色球、刮刮乐、视频票，近日来接连爆出大
奖。特别是双色球，对金昌可以说是格外青睐，毫
不吝啬地送上一份大奖，并且还是分量十足的头
奖！8 月 11 日，在双色球 2019093 期中，金昌彩民
喜中头奖 1 注，当期一等奖奖金 559 万余元。8 月
12 日，金昌彩民再中刮刮乐“苍狼啸月”40 万元的
大奖。人们还沉浸在大奖的喜悦之中，8 月 28 日，
视频票河西销售厅传来喜讯，彩民朱先生（化姓）幸
运中得 22 万元的全国累积奖。
（孟晴云）

临夏一站点中出 3D 大奖共计 31.2 万
9 月 9 日，福利彩票 3D 游戏第 2019245 期开出
奖号 812，临夏一站点传来中出大奖共计 31.2 万元
的喜讯，
名副其实地成为当期最大赢家。
据了解，临夏中出的 31.2 万元大奖出自临夏
市庆胜路中段 62290119 号投注站的两张彩票，其
中一张为 500 元对 5 注 812 号码进行直选 50 倍倍
投彩票，
另外一张为 100 元直选 50 倍倍投彩票。
（孟晴云）

临洮县一彩民喜中累积奖 6 万元
8 月 29 日，定西市临洮县西大街销售厅传来喜
讯，幸运彩民赵先生喜获视频票“连环夺宝”游戏全
国累积奖 6 万元。
据了解，赵先生是临洮县西大街销售厅的资深
老彩民，
8 月 29 日晚，
他来到销售厅，
选择了 13 号终
端机开始了当天的游戏，以每注 200 分共 5 注的投
注额闯到第三关时，24 颗红宝石齐刷刷地降落，随
后
“恭喜中得累积奖 61949 元”
的字样被完美定格！
（孟晴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