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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告 ※
启事：罗长青，男，身份证号
码 ：1101*******2099。 因
需要确认以下事项：（1）
F&F Chemical Co., Ltd.
（“F&F”）是 否 全 额 收 到
2006年12月江苏泰特尔新
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泰特尔”）股权转让时香
港中信国际有限公司支付
给F&F的股权转让款；（2）
罗长青、F&F对F&F作为泰
特尔股东期间的股权变动
是否有异议。请罗长青在
看到本启事后及时联系李
成 （ 手 机 号 码
17620355086，邮箱
licheng@allbrightlaw.com）

江苏泰特尔新材料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通 告根据 2021 年南通市普
通国省干线公路小修工程
施 工 项 目 2021XX-QD 标
段施工计划，决定对启东境
内 S356 （K3 + 000- K45 +
164）、S255（K0+000-K27+
000）、G328、G345、G228、
S335 道路范围内的路面和
桥梁进行局部维修施工。
从 2021 年 07 月 15 日 起 至
2021 年 09 月 30 日止，以上
路段实行阶段性半幅施工，
请过往车辆及行人减速慢
行注意安全并听从现场工
作人员指挥！特此通告。
南通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启东分中心；启东市公安局
交通警察大队；2021年 07月
05日
注销公告：南京博雅电气科
技有限公司股东（大）会于
2010 年 4 月 20 日决议解散
公司，并于同日成立公司清
算组。请公司债权人于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 45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田厚福 地址:南京
市雨花台区宁丁墙村宁南
大 道 1 号 联 系 电 话 ：
18761191551 邮 编 ：
210000 南京博雅电气科技有
限公司清算组2021年7月8日
告 示 史成义，身份证号为
32010719730716XXXX，
根据《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
有限公司奖惩办法》（上铁
劳卫【2020】395号）第十七
条及《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
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管理办
法》（上铁劳卫【2020】119
号）第六章第三十三条，经
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
公司南京东站工会同意，
2021 年 6 月 7 日党政联席
会议通过，并上报中国铁路
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劳卫
部审批通过，予以开除处分
并解除劳动合同，特此告
知，望看到告示后，于2021
年 7月 31日前来单位办理
解除劳动合同手续。（联系
人：赵思，联系电话：025-
85832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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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7日晚，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
游戏进行第2021071期开奖。当期双
色球红球号码为 01、07、24、31、32、
33，蓝球号码为08。当期双色球头奖
开出6注，单注奖金为739万多元。

当期我省喜中的1注一等奖来自
于南通市，幸运站点是南通市港闸区江
通路 66号、编号 32060127 福彩投注
站，销售日期是6月27日11时34分17
秒，这是一张机选5注的单式票，花费
10元，其中的第二注号码和当期的中
奖号码完全一致，总计中得 1注一等
奖，奖金739万元，由于双色球感恩回
馈月活动仍在火热进行中，该幸运彩民
还获得了300万元的额外奖金，总计收
获1039万多元。

年幼一场大病成聋哑人
在福彩中心兑奖室，我们见到了前来

办理兑奖手续的两位年轻人，只见他们一
直在用手语交流，经过交谈得知这是来自
南通的兄弟俩，哥哥在工地给人运货谋生，
弟弟则是一家保健中心的推拿技师，兄弟
俩都是老实本分的南通本地人。中奖的是
弟弟小黄，因为是聋哑人，出门不方便，所
以在哥哥的陪同下前来办理兑奖手续。

原来，小黄在年幼时生了一场大
病，为了给他看病，家里四处筹钱，使得
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更加雪上加霜，
但终究因为错过了治疗的最佳时机导
致小黄变成聋哑人。

正因如此，小黄找工作总是四处碰
壁，最常见的就是别人冲他摇摇手，最
后只能在快餐店里打打零工，可是赚的
钱还不够维持正常生活的开销。“生活
的压力、周围人歧视的眼光造成我弟弟
的心理压力很大，常常一个人躲在房间

里哭泣，我看着既心疼又无奈，生活真
是太难了。”

生活处处有惊喜
面对生活中诸多烦恼，好心的邻居向

他们推荐了特殊职业技能学校，说不定有
合适小黄的专业。经过商量小黄表示愿
意试试，如今小黄靠着自己的双手成为当
地的一名推拿技师，经常有人点名找他。

闲暇之余小黄喜欢上了福彩双色
球，他觉得在自己无声的世界里唯有数
字可以和他长相伴。“买彩票这件事我
还是很佩服他的，一直不中奖但是还坚
持在买，这十几年从没间断过”。哥哥
边说边笑眯眯地看向小黄。和大多数
彩民一样，小黄也守过一段时间的号
码，久不见中，渐渐小黄对守号失去了
信心从而改为随机。“印象很深，一次他
中了200元，很开心，在我面前手舞足

蹈地比划着，一副很满足的样子。”
开启生活新篇章

问到怎么时隔一周才来兑奖时，哥
哥表示：“第二天就知道中奖了，像我们
这样的打工人一年也挣不了几万，突然
中了大奖都不敢相信，既开心又忐忑，
之前没有中大奖经验，不知道需要带些
什么材料，销售网点跑了好几次再三确
认，咨询电话也从市里打到省里，打了
好几通，这才姗姗来迟。”

在办理兑奖手续时他们意外得知，
江苏福彩双色球感恩回馈月活动对一
等奖的获奖彩民还有额外300万元派
奖时，哥哥忍不住打着手语将这意外的
喜讯告诉小黄，小黄的脸上乐开了花，
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在办理完兑奖
手续后，兄弟俩再三感谢福彩，让他们
开启了生活的新篇章。

他们是旗帜，他们是先锋，用实干
展现使命担当；他们默默奉献，他们满
怀热忱，用汗水耕耘风采；他们身处一
线，带着无限赤子之心，开拓进取，奋力
书写南通福彩崭新答卷。

年高志坚 坚守事业
已有51年党龄、年逾八十的沈汉

球，是海门区福彩 32060726 站点机
主，该站点在2020年被南通市福彩中
心评为“功勋投注站”。

2003年 1月，沈汉球在海门天补
镇设立销售站点，从业之初，他充分运

用年轻时当企业会计的知识基础，较快
地融入福彩销售行业，18年来取得了较
好的销售业绩。作为高龄老人，沈汉球
始终坚持学习，经常利用QQ、微信平台
向同行业人员分享销售心得，解答投注
设备故障快速处理方式等等。每次沈汉
球前往海门福彩领取即开票，中心工作
人员都要提醒他来回路上注意安全，保
重身体，他都淳朴地说：“我现在不愁吃
穿，但我是一个老党员、老福彩人了，福彩
发行宗旨早已入脑入心，只要我还能动，
我就想把这利国利民的好事做下去。”

一个平凡的老人，一个平凡的岗
位，因为心中有信仰而变得不平凡，福
彩事业因为有他们而更加熠熠生辉。

积极探索 勇攀高峰
从事福彩二十多年的王树旺，是海

安市张垛乡32060349站点的机主，当
初单位改制下岗，不知何去何从的他，在
福彩行业找到了一片天地，一步一步走
到今天。张垛乡地处偏僻、周边人流有
限，这给王树旺的福彩销售带来了一定的
困难。不过王树旺作为一名党员，并没有
轻易对眼前的困难望而却步，他认真分析
了一下，决定寻找出路。既然传统的销售
模式行不通，那么只有靠优质服务取胜，为
彩民谋福利，才能迎合市场稳扩销售。在
福利彩票几种传统玩法中，王树旺选择了
其中一种玩法作为主攻方向和突破点。

打铁还需自身硬，对彩票有了足够的

了解，才能让彩民信服。王树旺不断扩充
自己的彩票知识，查阅号码遗漏值、向彩民
推荐号、与彩民同守号增加彩民信心，由于
前期准备工作充分，中奖一个接一个，很快
声名远扬，“打3D找老王”成了大家的口
头禅，就连外省也有彩民来请教王树旺。
王树旺曾实现单月“3D”玩法销量86万、
10万以上中奖三个的成绩。王树旺是一
名伤残军人，但人残志不残，凭着一股拼
劲，给自己的人生闯出了一片广阔天地。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也是全体党员的生日，王树旺说，党员
就要以更高的要求对待自己，坚定信
念，不忘初心使命，勇于担当，以更好的
姿态投入到福彩工作中。

福彩专版

扬子彩经扬子彩经

南通彩民收获双色球1039万多元大奖

初心如磐勤耕耘 福彩党员亮风范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中国
成立以来，中国粮食、棉花、油料、糖料、
畜产品、水果和水产品等重要农产品
生产能力显著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
障能力显著提升，农产品市场供给取
得了巨大进步，不仅解决了占世界1/5
人口的吃饭问题，还为加快推进工业
化、城镇化进程提供了重要支撑。农
林牧渔业总产值由1952年的461亿元
逐年快速增长到2020年的110000亿
多元，年均名义增长率超过11%。新
中国成立以来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及各

项构成以年均10%以上高速增长，创
造了世界农业发展的奇迹

中国画作品《农林牧副渔》创作于
1960年，是吴君琪、高增修、曹辅銮三
人合作的作品。该幅作品为长轴画
作，将五种不同的第一产业类型融合
进同一幅画面当中，五个场景既自成
一体又被画家巧妙地结合起来，生动
地展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农副经济
的生产场景。在画面风格上，该幅画
作有所创新于传统的中国画，通过线
条的描绘和色彩的穿插区别于传统中
国画的墨染江山，画作风格写意，是现
当代中国画技法与西画基础结合的体
现。画作色彩朴素，穿插恰到好处，在
表现出农作场景的同时整体线条笔
墨又不拘泥于细节的描绘，具有一定
的抽象性，这样一幅结合多个场景于
同一画面中，又在线条表现上有所创
新的画作，令观者耳目一新。 安邦

“读者给了我方向，也给了我动力”
江苏书展办了11届，中国书协主席孙晓云连续来了11次

赏美术经典，学百年党史——江苏省美术馆典藏精品赏析

吴君琪等《农林牧副渔》：
创造世界农业发展的奇迹

吴君琪、高增修、曹辅銮《农林牧副渔》中国画 27.5×177.7cm 1960年

“江苏书展举办了11届，我连续
来了11年，我争取每年出一本书，向
各位保证，明年书展，我们还会再相
见！”7月8日上午，《运河颂》新书发
布会暨签售活动在第十一届江苏书
展主会场中心舞台举办。本场活动
的主角、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孙晓
云一现身就被热情的读者包围了。

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著名书法
家孙晓云女士与中国辞赋学会会长、
南京大学教授许结先生携手推出的
2021年全新力作《运河颂》以及《春江
花月夜》，均由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旗
下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出版。活动
现场，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梁勇与孙晓云女士、许结先
生共同为新书揭幕。

江苏书展已成功举办十一届，
今年也是孙晓云第11次亲临书展现
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她说起参
加这么多年书展的记忆，“从第一届

开始一直到
现在第十一
届，我每届
都参加，可
能所有的作
者中间我是
唯一一个十
一届都参加
的。因为我
对江苏书展
很有感情，

我每一年都会拿出作品来参加江苏
书展，其实对自己也是一个鞭策。”

孙晓云还记得第一届江苏书展
的盛况，她也见证了这么多年江苏
书展的经久不衰。“我欣喜地看到江
苏每年有这么多喜欢读书的人纷纷
来到江苏书展来淘他们喜欢的书，
来互相交流。读书人应该会感到江
苏书展是他们永远向往的一个学习
的地方、一个温暖的地方。”

在活动现场，孙晓云也向大家
保证，“今后，我争取每年都出一本
新书，明年书展还能见到大家。”孙
晓云坦言，正是因为有这些爱书、爱
书法的读者，才让她有了努力的方
向、前进的动力。

孙晓云与许结此次的联袂之作
《运河颂》，选编主题向上、文采优美
并有时代意义的历代大运河经典诗
词赋文六十篇，以诗文与书法的魅力
共同展现这条在祖国大地上流淌千
年的大运河。本书编辑体例共有六
个篇章：东方史诗、运通南北、春江
花月、千年文脉、上善若水、万古流
芳。通过书法抄录大运河诗词曲赋，
既记录了地理上的大运河，也歌颂了
文化之运河，诗人们行走其中、书法
家书写其中、读者阅读其中，自然会
体会其所蕴藏的中国文化精神。正
如许结教授所说，这不仅是一本《运
河颂》，其实也是一本“中国颂”。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黄彦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