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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奖查询热线 9695580 漫画 作者：储源

常州供电公司停电预告
（2021年）营字第51-5

注：原定12月23日07:30-19:30停电：
10kV宝龙五线全线停电变更为12月29日08:
00-15:30停电：10kV宝龙五线棕榈路8号环
网柜：茶花路#1柜1120开关后段；请以上线路
的相关客户转告查询并谅解。

12月27日07:30-12:30停电：10kV常
青线双雄C1269开关后段（停电范围：武城电
子、中交建设发展、永兴源发建筑安装工程等
郑陆、青龙等相关地段）；

07:30-13:00停电：10kV南河线七棉路
1号环网柜：城市排水1160开关后段（停电范
围：城市排水等广化等相关地段）；

08:00-14:00停电：10kV福地一线通江
大道#20环网柜：福地一线出线1120开关后段
（停电范围：兴业苑部分、盈鼎新材料等三井等
相关地段）；

10kV申江线万绥敬老院421开关后段（停
电范围：昊强市政工程、万绥社区居民委员会、
孔村工具等孟河等相关地段）；

12月28日08:00-14:00停电：10kV魏
宇线常新B1645开关后段（停电范围：金航电
器科技、常恒新宇电器、中交一公局集团等魏
村等相关地段）；

10V焦镇线焦溪市镇A1244开关后段（停
电范围：舜溪荣府部分等郑陆等相关地段）；

12月29日07:30-13:00停电：10kV怀
北线关河西路1号环网柜：城市排水1160开
关后段（停电范围：城市排水等天宁等相关地
段）；

08:00-15:30停电：10kV宝龙一线北港
乡政府B1528开关至宝龙国际花园#1中间变：
宝龙一线1210开关（停电范围：城市照明管理
处等北港等相关地段）；

10kV宝龙五线棕榈路8号环网柜：茶花
路#1柜1120开关后段（停电范围：宝龙商业地
产管理、永辉超市等西林等相关地段）；

08:30-14:30停电：10kV环镇线光导玻
璃G1238开关后段（停电范围：汇丰车辆配件
厂、华龙灯具厂、瑞悦车业等孟河等相关地段）；

12月30日07:00-19:00停电：10kV怀
德线劳动西路#9环网柜：邮电公寓变1130开
关后段（停电范围：邮电公寓部分等永红、南大
街等相关地段）；

12月31日07:00-16:00停电：10kV飞
西线飞龙西路#1环网柜：路灯管理处支1130
开关至玉龙湾#2中间变电所：飞西线1210开
关（停电范围：飞龙社区等三井等相关地段）；

10kV香缇一线木材加工厂444开关后段
（停电范围：常柴股份等薛家、三井等相关地段）；

08:00-13:30停电：10kV裕泰线北沟
5299开关后段（停电范围：瑞华塑业、雨润热
处理厂、华源漆业等邹区等相关地段）。

配变及部分停电：
12月27日08:00-12:00停电：10kV西

浦线浦河江桥东配变；
13:00-17:00停电：10kV普利一线汤庄

西四配变；
12月28日08:00-17:00停电：10kV翠

家线6号杆刀闸上引线后段；
12月29日08:00-11:00停电：10kV悦

康线郑陆胡家场配变；
08:00-12:30停电：10kV广成线清潭22

幢配变；
12月30日08:00-11:00停电：10kV安

花线郑陆董墅电站2#配变；
08:00-12:30停电：10kV新街线龙船浜

5幢配变；
08:00-14:00停电：10kV工人线清潭93

幢配变；
12月31日08:00-11:00停电：10kV双

吉线郑陆和平灯总配变。
尊敬的客户，即日起下载“网上国网”APP，

实名制认证并绑定户号，即可实现交费、办电、
信息查询等一站式服务。

注：以上线路停电检修，早完工早送电。
凡有双电源的单位，应自行拉开停电线路进线
开关和闸刀，严禁向停电线路倒送电。如遇雨
雪天气无法工作或其他特殊原因，计划停电有
可能会临时撤销，请关注报纸和网站信息。

网上国网

广告

交房公告
晴川花园项目已竣工，经政府等有关

部门验收合格,已达交房标准。现定于
2022年1月6日8:30-17:00在晴川花园
1#楼一楼现场办理集中交房手续，恭迎各
位业主届时光临，请您按《业主入伙收楼邀
约》上的条款携带好相关资料及费用办理
交房手续。

交付地点：晴川花园1#楼一楼
咨询热线：0519-88199919
祝业主们家庭幸福、万事如意！
特此公告！

常州嘉宏高瞻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24日

因旧城区改建公共利益的需要，依
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
及《常州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
办法》的相关规定，决定对前王村、潘家
塘及周边地块项目征收范围内的房屋
实施征收。

一、征收范围：东至竹林西路，南至
竹林南路，西至沪宁城际铁路，北至龙
华东路（征收范围图详见现场公示）。

二、启征日期：本征收决定公告之
日起。

三、房屋征收部门：常州市天宁区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监督电话：
69661211）。

四、房屋征收实施单位：常州市天
宁区红梅街道房屋征收与补偿服务
中心。

五、征收补偿方案：详见现场公示。
被征收人如对本决定不服的，可以

在本决定公告之日起60日内向常州市
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本决
定公告之日起6个月内向常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021年12月24日

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政府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决定公告

常天征〔2021〕21号

销户公示
由江苏新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新北

区常州锦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及配套
工程建设项目（生产厂房、综合楼、动力站、废水
处理站、库房、化学品库、门卫、液氮罐区、事故
池、雨水提升池、污水提升池）已竣工验收且农
民工工资已发放完毕。拟申请农民工工资专户
销户，现予公示（公示期：2021年12月24日至
2022年1月23日），如有异议，请向常州国家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北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建 筑 业 管 理 处 反 映 ，联 系 电 话 ：0519-
85127170。

注销公告
常州市武进区汇智教育培训中心

有限公司决议注销办学许可证，许可证
编号：教民13204127ZX18109号，并成
立清算组。请公司债权人于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7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
债权。

特此公告
常州市武进区汇智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22日

声明作废
86603740
△天宁区青龙川甜餐饮店遗失
营 业 执 照 正 本 ，编 号 ：
320402000202004140006，
声明作废。
△天宁区兰陵福兴浴室遗失卫
生许可证，证号：（2018）第
320402- 000277 号 ，声 明
作废。

本报讯（常福）为确保全市福
彩安全销售，维护正常销售秩序，针
对冬季气候干燥和用电易发火灾事
故的特点，11月下旬至12月中旬，
市福彩中心开展了全市福彩冬季安
全大检查，进一步推动福彩在冬季

“安全运行，健康发展”，圆满完成今
年各项目标和任务。

从检查情况来看，全市绝大部
分站点、直营厅、自助投注厅、社会
化网点、辖市区即开票管配站都能
按照消防安全要求，严格落实“三

防”措施，总体安全情况良好。对于
检查中发现的个别问题，要求其尽
快整改，消除隐患。检查组还对严
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等提出了相关
要求。

经过多年安全生产专项整治，
全市福彩系统的安全生产意识显著
提高，安全隐患大幅度减少，安全整
治行动取得很大成效。常州福彩将
始终把安全工作作为头等大事，更
好地统筹发展和安全，为全市福彩
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防线。

常州福彩完成
冬季安全工作专项检查

近日，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发
布了《中国福利彩票理性购彩宣传手册》
（以下简称《手册》），旨在宣传倡导健康的
购彩理念，澄清非理性购彩者的心理误
区，倡议购彩者量力而行、理性购彩。

《手册》涵盖福利彩票的属性及意
义、福彩责任彩票含义、福彩未成年人保
护措施、福彩游戏种类、非理性购彩心
理、非理性购彩风险小测试、非理性购彩
危害七个方面的内容，全面系统介绍了

福利彩票坚持人民属性、国家属性、公益
属性，始终秉承社会责任优先的理念，将
社会责任融入业务运营各环节的有益实
践，积极倡导“寓募于乐、多人少买、量力
而行、理性购彩”的购彩理念。

《手册》通过漫画、案例场景、自测小
题目等方式，将福利彩票保护未成年人的
措施和非理性购彩的心理误区、存在风险
及危害等内容形象直观地展现出来，通俗
易懂，十分便于公众理解和传播。

中国福利彩票自1987年创立以来，
始终把社会责任放在首位，将责任彩票
建设贯穿福彩发行销售管理工作的各环
节、各方面，始终强调以人为本，切实维
护购彩者的利益，倡导“寓募于乐、多人
少买、量力而行、理性投注”的购彩理念，
引导公众在不影响生计的情况下用零花
钱购买彩票、奉献爱心，为社会福利和公
益事业多作贡献。

来源：中国福彩网

理性购彩 量力而行

《中国福利彩票理性购彩宣传手册》发布

天气渐冷，每天最可怕的事情
之一莫过于挣扎着离开暖暖的被
窝。走在路上，更能充分让人感受
到什么叫寒风凛冽。相较于越来越
需要暖宝宝的天气，彩市更凸显出
热闹非凡与欢乐沸腾之势。双色球
12亿元大派奖犹如冬季限定款的
甜蜜奶茶，为广大彩民朋友带来源
源不断的惊喜与心动。累了休息片
刻选一注双色球，手拿彩票之时，疲
倦消散，暖意满满，这是我们购彩人
的专属幸福。

除了12亿元大派奖，双色球还

准备了其他惊喜：参加全省800万
元欢乐送活动，投注蓝球全复式，不
仅保中5元奖金，还可获赠3注彩
票；参加全市感恩回馈奖上奖活动，
只要中得四等奖即可抽奖赢取手
机、无线耳机、蓝牙音响等好礼。

无论我们在哪种情形下与双色
球相遇，只要我们心怀希望、心怀公
益，那便是在这个寒冷的季节，开启
了一场最美妙神奇的幸运之旅。随
心、随缘，一切皆有可能。

来源：福彩双色球微信公众号、
常福综合

寒冬邂逅双色球
共赴一场幸运之旅

“经本公证员与本处工作人员现
场监督，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第
2021×××期，开奖器具使用正常，
开奖过程符合预定的程序规则。本期
双色球开出的红色球号码为……以上
结果真实有效。”这段话，大家一定不
陌生吧？每次开奖，待开奖号码全部
摇出后，开奖现场的两位公证员都会
很严肃地宣读公证词。

除了宣读公证词，在福彩开奖过
程中，公证员还负责哪些工作呢？可
以说，福彩开奖的每一个环节都在公
证员的监督范围内。

一、公证员的主要工作职责
每晚开奖现场有两组公证员，每

组2人，共4人，负责福彩开奖过程的
监督工作。一组公证人员负责监督双
色球（七乐彩）、3D游戏开奖，另外一
组负责监督快乐8游戏开奖。公证员
的主要工作职责就是监督开奖流程是
否符合既定的工作规范、开奖器具是
否正常等，并做好监督记录。

二、开奖前公证员的工作职责
每个开奖日的下午5点多，公证

员的工作就开始了。首先要做的就是
确认现场的保全监控设备是否正常，
保证开奖现场在“电子眼”视线之内；
其次要监督摇奖机的两次测试——当
晚需要使用的摇奖机（包括备用摇奖
机）都要进行测试，并进行记录。

监督测试完摇奖机，就要准备当期
的摇奖球了。公证员对摇奖球是“严加
看管”的，从选球、取球、拆封球箱、装球

到开奖结束后的收球、封存球箱，甚至
是清洗摇奖球，都要全程监督。

选球就是选取当晚开奖要用的正
选用球和备选用球，以抽取扑克牌扣
牌的方式选出，“大王”代表正选用球，

“小王”代表备选用球。整个选球过程
都要在公证员的监督下进行。

选出正选备选摇奖球后，就要把
这两套球取出来。取球这个环节，必
须由公证员亲自参与，因为存放摇奖
球的保险柜钥匙是由公证员保管的。
没有公证员在场，谁都打不开保险柜，
更别说拿出摇奖球了。

球箱取出来后，公证员首先要查
看球箱密封情况，查看封条的密封时
间、印章、签字等内容，检查无误后将
正选球箱封条拆除，打开球箱，检查每
一颗摇奖球的情况，同时监督装球工
作，确认装球顺序、位置等。这个环
节，有点像我们参加考试的时候监考
老师向考生展示试卷的密封情况以及
启封试卷的过程。备选球箱也必须由
公证员全程保管，随时做好应对突发
情况的准备。

三、开奖过程中公证员的工作职责
在摇奖过程中，公证员需要仔细

观察摇奖球，并准确记录摇出的号码
球。号码球全部摇出且确认无误后，
公证员致公证词，公布当期开奖号码，
并宣布确认当期开奖真实有效。

四、开奖结束后公证员的工作职责
当公证员宣读完公证词、开奖号

码“昭告天下”后，公证员还要监督工

作人员将摇奖球收回球箱，并对球箱进
行封存，在专属封条上签字盖章，直到球
箱被安全送回保险柜，确认保险柜锁闭
并取走钥匙后，公证员的工作才算结束。

另外，在摇奖球定期清洗维护时，公
证员也需要在现场监督，并在摇奖球清
洗完毕后对每一个摇奖球的质量、重量
进行检查。

综上所述，福彩开奖的每个环节都
有公证员的全程监督检查。

公证员记录下了真实客观的开奖过
程，有没有“内幕”，公证员说了算。

最后，必须说明一下，公证员都是经
过严格的司法考试，并由国家司法部任
命的。 来源：中国福彩
资料链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规
定，担任公证员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一）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二）年龄二十五周岁以上六十五周

岁以下；
（三）公道正派，遵纪守法，品行良

好，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
（四）通过国家司法职业资格考试取

得法律职业资格；
（五）在公证机构实习二年以上或者

具有三年以上其他法律职业经历并在公
证机构实习一年以上，经考核合格。

第十九条 从事法学教学、研究工作，
具有高级职称的人员，或者具有本科以上
学历，从事审判、检察、法制工作、法律服
务满十年的公务员、律师，已经离开原工
作岗位，经考核合格的，可以担任公证员。

福彩百科：

福彩开奖现场的公证员都负责哪些工作？

根据2021年双色球游戏派奖活动
规则，2021年双色球六等奖翻番奖派奖
资金至第2021146期（12月21日晚开
奖）派送完毕。

活动期间，六等奖翻番奖累计派送
16期，共中出六等奖约2.18亿注，其中
六等奖翻番奖约1.43亿注，六等奖翻番
奖累计派发约7.16亿元。根据派奖规
则，差额部分由调节基金补足。

感谢广大购彩者对中国福利彩票的
支持。 来源：中国福彩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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