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在，用银联卡办理社保报销，速度
不是一般快啊，真的是太方便了！”在常州
市武进区社保大厅办事窗口前，工作人员
正在接待一位前来办理社保理赔业务的
市民。在核实理赔材料后，工作人员通过
后台系统直接向这位市民的银联卡账户
划付理赔费用，当日即可到账。

笔者了解到，过去市民办理理赔业
务，要在承保银行的驻场网点办卡后，再
通过社保柜面申请审批，不仅办事时间
长、环节多，各家商业银行现场运营也颇

为耗时耗力。
为提升市民现场办理效率，提升办理

体验，国内知名的综合支付和商户增值服
务商银联商务，为常州市武进区社保局打
造了全方位、立体化式的收付款互联网平
台，实现服务效率提速升级，让原先繁琐
的环节如今只需参保人的一张银联卡就
能全部搞定。

除此之外，该系统还能根据险种、参
保流量提供线上、线下渠道的实名认证服
务，参保人在柜面使用银联商务POS机

即可完成银行卡、身份信息采集，免去开
立身份证明等手续，大幅提高了业务处理
速度，有效缓解了柜面排长队现象，得到
武进区社保局工作人员和办理业务市民
的一致肯定。

据悉，该平台不仅已应用到常州各区
社保大厅，随着"三医改革"的推进，也将
陆续在医保中心武进分中心等处落地，以

“支付+政务服务+互联网”的科技持续赋
能便民场景。

作为国内支付行业的领先企业，银联

商务近年来将“支付为民、支付惠民”的理
念进一步融入到各类便民服务产品，在消
费、出行、公共服务等领域不断推陈出新，
以创新政务服务系列解决方案，为广大群
众持续提供有温度的便民服务。龚晓琦

银联商务以支付科技提速武进社保服务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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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订阅中奖号
开奖荐号早知道

■订“体彩天下”看所有
体彩中奖号:移动发 88 到
1065877809(2 元/月);联通
发88到10655818。

■订“福彩赢家”看所有
福彩中奖号:移动发 88 到
1065877808(2 元/月);联通
发66到10655818。

体彩大乐透
送出2注一等奖

6月 28日，体彩大乐
透第21073期全国共开出
2 注 一 等 奖 ，包 括 1 注
1800万元追加投注头奖
和 1注 1000万元基本投
注头奖。当期开奖过后，
大乐透奖池为6.57亿元，
敬请关注。 苏 缇

（彩票开奖信息最终结果
以彩票中心开奖公告为准。）

福彩“刮刮乐”
2021年 6月 28日江苏中奖注数

153122注，中奖金额2918835元。
福彩“快乐8”(第2021170期)
中奖号码中奖号码::8 10 11 13 18 25
28 37 39 40 44 52 54 56
58 70 75 76 78 80

福彩“双色球”（第2021072期）
红色球号码：1 9 15 16 19 21
蓝色球号码：15
奖等 中奖注数 每注奖额
一等奖 3注 10000000元
二等奖 105注 275206元
三等奖 894注 3000元

本期全国投注总额35152万元。
福彩“15选5”（第2021170期）
中奖号码：2 5 9 11 15
奖等 中奖注数 每注奖额
特别奖 0注 0元
一等奖 107注 1593元
二等奖 5063注 10元

本期投注总额 52万元。
福彩3D（第2021170期）
中奖号码：1 8 4
奖等 江苏中奖注数 每注金额
单选 1065注 1040元
组选3 0注 346元
组选6 3035注 173元
1D 220注 10元
2D 71注 104元

本期投注总额 254万元。

体彩“7位数”（第21097期）
中奖号码：3 8 9 6 9 5 7
奖等 本地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特等奖 0注 0元
一等奖 4注 9054元
二等奖 21注 3449元

体彩“排列3”（第21170期）
中奖号码：4 9 9
奖等 本地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直选 840注 1040元
组选3 1118注 346元
组选6 0注 173元

体彩“排列5”（第21170期）
中奖号码：4 9 9 6 6
奖等 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一等奖 24注 100000元

体彩“7星彩”（第21074期）
中奖号码：2 0 7 2 1 5+12
奖等 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一等奖 1注 5000000元
二等奖 11注 41141元
三等奖 16注 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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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表演唱《长征》

交响合唱《启航》

扬子晚报讯（记者 孔小平孔小平）我
们永远跟党走，风华正茂再出发！
江苏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大型歌咏文艺演出《永远跟党
走》，6月 29日在南京奥体中心隆
重举行。省委书记娄勤俭、省长吴
政隆、省政协主席黄莉新、省委副书
记张敬华等领导同志，同约2000名
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感悟中国
共产党历经百年始终不渝的初心使
命，共同抒发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奋
进新时代的壮志豪情。

南京奥体中心体育馆灯光璀
璨，洋溢着浓浓的喜庆氛围。占地
四千多平方米的舞台造型如船，寓
意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历经百年波
澜，从小小红船发展壮大为巍巍巨
轮。舞台上，壮观的冰屏、巨大的环
形高清屏幕、四百组手持屏以及一
千余组数控动能球，闪烁变幻、交相
辉映，营造出盛大壮观的场景。舞
台两侧的合唱队、舞台前方的交响
乐团盛装亮相，更显隆重而热烈。

旋律激昂、歌声澎湃，一场充满
艺术感染力的大型歌咏文艺演出
《永远跟党走》激情上演。整台演出
以艺术形式回顾党的百年历程，深
情讴歌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
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
生动展现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江
苏全省上下砥砺奋进、走向辉煌的
奋斗图景，抒发8400万江苏儿女紧
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周围，坚决扛起“争当表率、争
做示范、走在前列”光荣使命、奋力
谱写“强富美高”新江苏建设现代化
篇章的豪迈之情。

“唱支山歌给党听……”演出在
小女孩的清纯童音中拉开帷幕。整
台演出以《开天辟地》《改天换地》
《翻天覆地》《奋进新时代》四个篇章
徐徐展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
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
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四个时期中
的重大时刻、重要事件，以激动人心
的旋律绽放在舞台之上。

整台演出倾情演绎29首歌曲，
伴随讲述、情景表演、舞蹈、杂技、诗
朗诵、高空威亚表演等多种艺术形
式，融合史诗般的恢宏场面与工笔
画般的细节勾勒，感人至深。

总导演李春燕告诉记者，这次演出
与以往相比有很多不同，既要体现群众
性歌咏的特点，又要拥有综艺性，经过
有机编配，融进四个篇章，以“编年体”
的形式在2小时里串联起建党百年的历
程。而且这些歌曲也多为大家耳熟能
详，并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同时又创
新地从编曲、舞美设计等方面进行重新
包装，赋予它们新的生命力。她举例表
示，在“回归”这一部分，选择了《故乡的
云》《东方之珠》《七子之歌》，将它们交织

在一起，通过一位老人的思乡、想快回
归的感情将三首歌有机糅在一起，凝结
成一个完整故事。

淮海战役、解放南京、南京长江大
桥建成、“蛟龙”号下水、江苏医疗队出
征湖北抗击疫情……李春燕介绍说，此
次演出是江苏儿女为党的百年华诞献
礼的艺术盛宴，“江苏元素”作为亮点
贯穿在每个篇章。例如，第一篇章中的
渡江战役中“百万雄师过大江”；第二篇
章中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与通车，有女

声独唱《英雄赞歌》；第三篇章，有女声
组合唱《太湖美》，并呈现颇具江苏特色
的评弹等。观众们在舞台下可以深切
感受到百年征程中，江苏贡献、江苏功
绩与江苏力量。

“这场演出是江苏 8400 万儿女
献给党的生日的一份厚礼，但愿我们
不负众望。”李春燕还表示，这次演出
的主创团队几乎都是江苏中青年骨
干、艺术家，他们都对江苏这块土地有
着深厚的感情。

江苏省演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郑泽云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从去年12
月份建组，至今已经对文本进行了三十
多次的讨论和征求意见。群众性是本次
演出的亮点之一，共有3600余名演员参
与，其中有近2800名为在校学生，为此
江苏省演艺集团舞美中心设计和制作服
装近1万套，道具12000件。“我们希望
用多种艺术形式，唱好党的生日赞歌！”
郑泽云说。

撰稿负责人张炀则告诉扬子晚报

记者，晚会以“编年体”形式呈现，所以
要在很多全国重大时间节点上突出

“江苏表达”。
记者看到，这次演出以讲述者或者

是情景表演把观众带入到当时的历史
环境当中，张炀告诉记者，“这就要求一
秒钟入戏，要用最典型的场景，最典型
的话，非常简短地把观众带入到历史场
景中，因此，文学在其中要起到画龙点
睛的作用。”为此撰稿团队进行了非常
扎实的资料搜集、整理和拔高提炼，也

请来了很多党史专家进行指导，并几经
打磨，终成现在的稿件。

戏剧导演庄嘉敏则表示，令他感动
的是，这次的演职人员年龄跨度大，最
大有70多岁，最小的就是“小红花”（孩
子）们，但没有一个人在排练时叫苦。
他表示，参演人员中有很多党员，他本
人也有21年党龄，对党有着深厚的情
感，做这场演出时的投入度也更浓烈，

“这份感情带来了一种钉子精神，把大
家夯实了。”

一种“钉子精神”把大家给夯实了

用“编年体”在2小时里串起百年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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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看到，这次演出使用了很多
舞台“黑科技”，结合艺术呈现后，带来
更多震撼效果，比如“浮”在舞台上空
的1200组数控动能球组成的小球矩
阵，时而变成党徽，时而变成澳门特别
行政区的区旗，时而变成香港特别行
政区的区旗。

江苏省演艺集团舞美中心主任牛

震平介绍，这次演出结合奥体中心体
育馆的结构，量身定制了一个开放式
舞台，运用了很多比较先进的科技手
段来相辅相成。

“我们运用了屏幕的视觉错位方
法。”牛震平介绍，在主屏两侧，有10
块错位排列的 10米×3米数控移动
冰屏与主屏相互映衬。它们相互分

离又互为一体，坐在观众席上，可通
过冰屏带来的延伸感领略演出场面
的壮观。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小球矩阵，这
次使用的数量非常多，一次多达1200
个，它的升降距离足足有15米，带来
了更震撼的观感，也让现场观众有一
种更沉浸式的感受。

想说说“浮”在舞台上空的“黑科技”
舞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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