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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五055国际赛
西班牙 VS玻利维亚
胜平负推荐!胜

周五056国际赛
乌拉圭 VS北爱尔兰
胜平负推荐!胜

周五057国际赛
智利 VS埃及
胜平负推荐!胜平

大乐透1.5亿派奖已送23注头奖
截至5月28日开奖的14061期，

大乐透1.5亿派奖已整整启动十期，
在此期间大乐透期期不落空共送出
23注一等奖，其中最高奖为14054
期山西彩民通过追加中出的2400万
元封顶大奖。大乐透也即将迎来火
红的六月，更精彩的中奖势必接踵
而至。

)%个省市瓜分!&注一等奖

从14052期至14061期，大乐透
“1.5亿大派奖”已整整启动十期，在
此期间大乐透不负众望，每期均开出
头奖，一等奖共中出23注，但其出奖
频率也延续了大乐透今年以来一贯
的慢热状态，中出头奖最多的达到6
注，产生于14059期，其次为14057期
的4注以及14058期的3注，其它各期

基本都是开出1至2注头奖。
头奖的分布则成天女散花之

势，全国共有15个省市先后品尝到
派奖的喜悦，其中河南表现最为突
出共拿下3注头奖，江西、浙江、广
东、安徽、辽宁、福建等六省各揽获2
注，贵州、江苏、上海、山东、湖南、云
南、四川、山西等地各自中出1注。

擒奖方式五花八门各有妙招

大乐透经典口号“2元中1500
万，3元可中2400万”在本次派奖中
展现的可谓淋漓尽致。2元单注的
1500万大奖不仅多次中出，传说中
的2400万追加封顶大奖也由山西彩
民信手拿下。
在已派送的10期中，单注头奖

低于千万元的仅出现两期，分别是

14058期的903万以及14059期的
865万，而其余各期均在千万之上。
在如此利好面前，广大彩友则利用
各种投注方式追击大奖。在中出的
23注头奖中，单式投注达到12注，复
式6注，追加4注，最有趣的则是
14057期安徽彩民独有的一张复式
追加票，该票一举斩获2075万大奖。

本次派送的复式中奖则让人感
受到不少新意，如14057期辽宁彩民
一张气势恢宏的“18+3”超级复式
票绝对令人叹为观止，14059期河南
彩民“13+2”的大复式也堪称大手
笔。 苏彩

大乐透送出1500万元头奖
奖池 !"#$亿元再创新高

28日晚，超级大乐透第
14061期开奖，送出1注1500万
头奖，被江西彩民擒获。当期开
奖后，超级大乐透奖池再创历
史新高，上涨至5.30亿元。
当期大乐透开出的中奖号码

为“0411172029+0610”，
开奖公告显示，当期中出一等奖1
注，奖金1500万元（含500万元派
奖奖金），被幸运的江西彩民收入
囊中。据检索，大奖出自上饶
08924号站点，中奖彩票是一张
单式票，投注金额4元，其中1注中
得1500万头奖。稍显遗憾的是该
彩民未采用追加投注，错失了擒
获2400万元大奖的机会。

当期二等奖全国也中出了

48注之多，每注奖金12万余元，
其中有21注进行了追加投注，
每注多获得7万余元的追加奖
金，追加二等奖每注的奖金也
突破了20万元。

端午小长假将为大家带来
三天的放松时间，从大乐透玩
法以往的开奖情况来看，假期
通常会让大奖出得更为猛烈。
目前大乐透玩法高达5.30亿元
的奖池和1500万元的派送奖金
显然已做好了迎接彩友挑战的
准备。 苏缇

彩市信息 彩市信息

放弃高中和高考，选择职校展现才华

省建校赵益的选择，
是一条可以复制的成才之路
完善的专业、雄厚的师资、良好的硬件和就业前景，省建校已经为你准备好了

本报讯 4年前，中考分数达到
了重点高中的录取线，赵益却选择
了职校，4年中他先后拿下全国和
全省共4项技能比赛冠军。（晚报5
月26日A6版曾作报道）。作为省
建校管理工程系工程造价专业 10
级1班的学霸，赵益的选择引来网
友一片热议，很多网友都表示认可。

昨天记者从省建校了解到，新
的招生季即将来临，学校已经为赵
益的学弟学妹们准备好了一切。
作为一所专业特色鲜明的职业

学校，省建校依托城乡建设行业，形
成了建筑设计、土木工程、管理工
程、设备工程 4大专业群，专业设
置涵盖设计、施工、管理全周期过
程，是全省城乡建设类专业设置最
为齐全的职业院校。开办有五年制
大专专业（方向）21个、三年制中专
专业5个，其中校企合作订单专业
6个。
雄厚的师资队伍是学生成才的

保障，省建校现有教授18人、副教
授等副高职称90人，还有1位职
业教育杰出校长、1位“全国模范教
师”、2位“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金牌教练”等名师辅导。师德师风
正、教学水平高，在全省同类型职业
院校中首屈一指。

28年来，学校获得全国职业教
育先进单位、全国建设领域人才培
养特别贡献奖，和省建设人才工作
先进单位、省技能大赛工作先进单
位等各项荣誉。
寒窗苦读，是为了学以致用，而

随着经济持续发展，城乡建设行业
迫切需求建设类高端技术技能型人
才。学校构建了毕业生就业指导网
络，校企合作单位多达200家，实
行“供需见面、双向选择”制，多年来
就业率始终保持在98%以上，专业
对口就业率达85%以上。
省建校与东南大学、苏州大学

等高校建立良好合作关系，学生可
以通过参加“专转本”“专接本”“专
升本”“中升专”等多种途径学习，提
高学历。学校还与美国爱达荷州立
大学、英国南安普顿索伦特大学，开
展国际合作办学，学生在校完成五
年制高职阶段学习，获取大专文凭，
通过相关考试即可赴英、美高校攻
读本科，或在与学校合作高校完成
本科阶段学习后，通过相关考试赴
英、美高校攻读研究生。

如今，学校不但有白云、清潭、
殷村、湖塘4个校区，而且殷村新校
区将于今秋9月启用。无线网络覆
盖整个校园，教学楼区域设有冷、热
水源直饮水，宿舍全公寓化，4~6人
/间，各类场馆一应俱全。学生实行
全体住宿制，自入学之日起就实行
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全员、全程、全
面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和成长、成
才。

省建校实行高分新生奖励政
策：中考总分超过当地总分90%，
一次性奖励 20000元；超过 85%
的，一次性奖励3000元；超过80%
的，一次性奖励1000元。一、二、三
年级在校生享受国家免学费政策，
一、二年级在校困难学生，享受国家
助学金1500元/人。四、五年级品
学兼优学生，享受国家奖学金、励志
奖学金2000元~8000元不等。贫
困学生还有各种勤工俭学岗位，
1000元~2000元不等。学校严格
按照省物价局核定的收费标准收
费。
如果有考生和家长对省建校感

兴 趣 ， 可 以 拨 打 招 生 热 线 ：
0519-83900070、83270223，也可
登录官网：www.js-cj.com查询更
多信息，或者直接到星园路龙江路
口西300米处，省建校白云校区实
地查看和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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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建校2014年招生计划

会计电算化
电子商务

40
40
60

50

系部

建筑艺术系

专业说明专业名称 学制 计划招生数

城镇规划（建筑设计方向）
城镇规划（建筑动画方向）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环艺设计方向）

五年制
大专

50
30
70
40

省高职示范专业
省高职专业建设优秀专业

土木工程系

建筑工程技术
建筑工程（建筑施工安全方向）
工程监理
市政工程技术
市政工程技术（城市轨道交通工程）

建筑工程施工

五年制
大专

150
45
85
50
40

100

省高职品牌专业
市高职示范专业

联合院重点专业

三年制中专

省高职示范专业

省高职示范专业
省高职专业建设优秀专业

省中职示范专业

管理工程系

工程造价

房地产经营与估价

物业管理

五年制
大专

市高职示范专业
校特色专业
【订单培养】专业
省高职专业建设优秀专业
【万科订单班30人】

145

40

70

公用事业系

环境监测与治理技术
园林工程技术
城市交通运输（公交运营与管理）
城市燃气工程技术
城市燃气工程技术（监理方向）

五年制
大专

30
60
40
30
20

省高职专业建设优秀专业
省高职示范专业品牌专业
【订单培养】专业
【订单培养】专业
【订单培养】专业

设备工程系

建筑电气工程技术
建筑电气工程技术（新能源方向）
楼宇智能化工程技术（施工管理与造价方向）

建筑设备安装

湖塘校区

五年制
大专

三年制中专

紧缺型技能人才专业
【订单培养】专业
省高职示范专业品牌专业

紧缺型技能人才专业

湖塘校区
#武进社区学院$

50
50

三年制中专

以上招生计划以省教育厅公布的招生计划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