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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吉时：丑时、
未时、申时

今 日 吉 数 ：05、
13、27

今日吉肖：牛、兔、
蛇、羊、猴、猪

（小小苗）

勐勐今日吉字：

金
手
指

5 月 5 日上午，快乐 8“选九
中九”的中奖者文先生在朋友的
陪同下来到江门市福利彩票发行
中心办理兑奖手续。

文先生回忆说，4月 30 日他
有事忙，就花费 2 元委托销售员
帮忙出票，并吩咐妥善保管好彩
票。当晚开奖后，销售员得知本
站幸运地中出“选九中九”30 万
元，便翻查存放在站点的彩票，当
明确是文先生中的，就第一时间
通知他领回中奖彩票，并告知文
先生，单张彩票中奖金额超过 3
万元的须到江门市福利彩票发行
中心兑奖，因为是公众假期，要等

到 5月 5日福彩中心工作日才可
以兑奖。

文先生笑说，拿回彩票那一
刻，觉得幸运到家，中国福利彩票
为他增福添彩。此后几天，自己
的心情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一
样，希望早日兑付奖金。

据文先生说，他尤其喜欢选
十和选九的大盘玩法，选十玩法
最高奖金 500 万元，选九玩法中
奖概率高，选九中九奖金30万元
非常吸引，因此每期都会购买快
乐 8，根据个人分析选号的数量
不特定投注选十或选九，且购买
金额不多。 （汪海晏 梁一鸣）

“ 你 这 样 哪 是 诚 心 买 彩
票？”地板张半开玩笑地说，“每
天只买 2 元，还用最烂的钱，还
好意思惦记着中奖，没收你的服
务费就对得起你了。”这一席话
听得众人哈哈大笑，方晓光急忙
打圆场说：“爱心不分大小，2元
钱虽然不多，但日积月累，也能
聚沙成塔，更重要的是一样有机
会中大奖。”

“就是，你们看，‘感谢您为
公益事业贡献0.72元’。”陈彩虹
不急不恼地指着彩票下端的一
行小字，说完就回自己的店铺
了。

当晚 10 时，方晓光收拾完
店铺刚准备关门下班，多日未联
系的女友来电话了，电话中女友
说她父母今天突然同意了她俩
的婚事，并说明天就是个好日
子，你再来趟我家，按照咱本地

的风俗把这亲事定了。方晓光
欣喜若狂地答应了，突然觉得这
幸福来得太突然。他记得三个
月前第一次去女友家，女友的父
母还非常婉转地拒绝了他……

次日上午，方晓光将店铺托
给朋友临时照看，精心准备一番
便骑着摩托车出发了，并按时敲
开了女友的家门。“陈姐。”在门
开的一刹那间，看着开门的陈彩
虹，方晓光吃惊地喊了一声，“你
……”“没想到吧？”陈彩虹摆了
个“请”的手势将方晓光让进屋
内。席间，陈彩虹举起酒杯大大
咧咧地说：“受姑姑的委托，干了
3 个月的业余侦探，不容易啊，
从现在起我就正式成为你的‘陈
表姐’了。”

闪过一丝呆愣的方晓光，瞬
间便露出了憨厚的笑脸。

（杨宝江）

结合全省“快乐 8”游戏赠
票营销活动，东莞福彩中心近日
开展了两场“快乐 8”游戏营销
技能培训会，帮助东莞市“快乐
8”销量排名靠后的销售场所熟
练掌握营销技巧，提升快乐8游
戏市场潜力。

培训会上，东莞市福彩中心
主任李进元进行了动员讲话，介
绍东莞市快乐 8 游戏总体销售
情况，勉励参会销售场所人员要
增强信心，充分认识快乐8游戏
的发展潜力。李进元要求参会
销售场所人员认真学习快乐 8
游戏玩法和活动规则，掌握彩票
营销技巧，提高服务能力和水
平，为广大彩民提供更好的购彩

服务。
此次培训由东莞福彩中心

工作人员担任讲师，结合全省
“快乐8”游戏赠票营销活动，讲
师从快乐8游戏的特性和亮点、
日常经营中销售场所的布置和
营销手段几个方面讲授了快乐
8游戏的营销技巧，并针对销售
场所反馈的彩民喜好，推荐可玩
性高、中奖几率大的各式玩法和
投注方式，倡导“多人少买”“公
益与娱乐并重”的绿色购彩理
念。参训的销售场所业主表示，
通过此次培训，开阔了眼界，学
习了先进的销售经验，为今后做
好快乐8销售增强了信心。

（汪海晏 赖群生 陈志伟）

“孤独症”这三个字，落在任
何一个家庭，都是难以言喻的生
命之恸。缺乏与他人的情感接
触，怪异的、重复性的刻板行为，
是孤独症儿童在普通人眼中的

“标贴”。时至今日，孤独症仍无
法实现彻底根治，但全球公认最
有效的治疗方法就是康复训练。

近年来，在汕头市福彩公益
金的支持下，汕头市残联组织开
展“孤独症儿童康复从业人员上
岗资格培训班”，通过“理论考
试+实际操作”的方式，培训了市
内 43 家定点康复机构的 556 名
孤独症康复从业人员，进一步提
升汕头市康复师资专业水平，提
升从业人员持证上岗率，更好地
服务残障儿童，打造汕头市残障
儿童教育康复升级版。

专业康复助“星儿”成长

6 岁的聪聪站在教室里，对
着康复老师说“嘘嘘”，老师“心
领神会”地带着聪聪来到洗手间
如厕。“看到孩子的变化，确实让
我们感到欣慰。”龙湖区瑞心儿童
医院的康复老师杨丰瑜说起聪聪
的成长，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在许多人的眼中，聪聪是个
可爱的小男孩。然而，患有孤独
症的聪聪还伴有智力障碍，在刚
开始接触康复训练之前，他不会
表达，经常尿裤子，家里人对此非
常苦恼。随后，聪聪来到龙湖区
瑞心儿童医院，康复教师对其进
行评估之后，根据其个体状况制
订系统专业的康复训练计划。

自出生开始，每个孩子都在学
习掌控自己的身体。当普通孩子
已经学会调控这些基本的身体功
能时，孤独症儿童对如厕仍无任何
感知，也不会向他人表达如厕的意
识。杨丰瑜表示，孤独症儿童能否
独立完成如厕的过程，不仅关系到
减轻父母及陪伴人员的护理负担，
更是孤独症儿童在成长过程中逐
步具备生活自理能力的基础环节。

在整个康复训练过程中，杨
丰瑜对聪聪进行感知训练，根据

“一日流程”，让聪聪按时喝水、
定时如厕，培养其对如厕的认
知。经过近 3 个月的训练，聪聪
对如厕有所认识，也开始会用“嘘
嘘”来表达其要如厕的意愿。

专业康复师资力量薄弱

孤独症，又称“自闭症”，是广
泛性发育障碍的代表性疾病。有
人说孤独症儿童是“星星的孩
子”，每个“星儿”都生活在自己
的世界里，孤独地在夜空中闪烁
着冰冷的光芒。

近年来，孤独症的发病率越
来越高，孤独症治疗尚无特效药，

康复训练是目前唯一证明有效的
矫治途径。瑞心儿童医院院长蔡
雪莹告诉记者，3 岁前称为“黄
金干预期”，6 岁前称为“抢救康
复期”，学龄前的康复训练被称为

“抢救性康复”。如果在学龄前
（0-6 岁）开始训练，未来有机会
走进学校、融入社会。

孤独症群体的康复教育是一
项专业程度要求高的工作，机构的
服务能力和质量在于其专业化和
规范化水平。蔡雪莹表示，国内孤
独症教育康复的学科建设不足，从
绝对数量看，全世界最多的孤独症
人群在中国。目前，国内有高等院
校开设康复训练师的专业，但孤独
症专业的康复训练教师却很少。
而绝大多数的行业教师的培养主
要依靠各机构，培训周期过长，远
远无法满足当前的发展需求，孤独
症专业康复训练教师缺口仍较大。

科学系统培训康复师

“特殊教育相比普通教育更
难，光是应对孤独症儿童不同时期
的情绪、行为，甚至是无法吃喝拉
撒的日常，对于非专业康复教师来
说是很难接受的。”从事孤独症专
业工作多年，蔡雪莹曾见到某些机
构采用所谓的康复训练并不科学，
不利于“星儿”的康复和成长，家长
也无法从中获得更好的支持。

为了让孤独症儿童更好地获
得专业的康复训练，近两年来，在
福彩公益金的支持下，汕头市残
联在瑞心儿童医院开展汕头市孤
独症儿童康复教育岗位专业技能
培训班，邀请省内康复专家及省
级康复中心业务骨干为参训学员
授课。许多参训教师都表示，通
过专业的课程培训之后，他们对
孤独症儿童康复训练有了更深层
次的理解，也能更科学地将所学
运用到日常的教学当中。

“这群可爱的孩子可能存在某
些能力不足的问题，但通过专业的
康复教学训练，能够让‘星儿’学会
独立生活，减轻父母的负担，我觉
得这样的付出也是值得的。”参训
学员纪细燕表示，要将所学的康复
训练技能带给孤独症儿童，为他们
能够积极融入社会，实现与普通孩
子一样正常学习、工作而努力。

记者发现，培训课程除了涉
及残障儿童康复教育的政策解读
以及孤独症儿童康复教育相关内
容外，还包含针对机构管理层的
培训课程。蔡雪莹表示，设置相
关的课程是希望让康复机构管理
层了解有关孤独症儿童最新的康
复训练模式和体系，了解目前科
学的训练方法，以此来构建科学
的教育康复体系，真正为孤独症
儿童撑起一把更强有力的“康复
伞”。 （汪海晏 李德鹏）

2元自选“快乐8”
江门彩民中30万元

汕头市福彩公益金
为“星儿”撑起“康复伞”

小号反弹
连号热出

——析福彩玩法走势

36选7：01、03、
09、10、15、16、17。

双色球：05、06、
13、14、20、21后区：
03、06、07。

福 彩 3D：02、
07、08。 （安颖）

东莞福彩开展
游戏营销技能培训会

面对面〈下〉

插图 采采

惠州彩民第二次买彩票
10元击中 巨奖
羊城晚报记者 汪海晏 通讯员 李娜 插图 采采

1000 万元大奖是在 5 注自选
号码中产生，梁先生回忆，其实这
些号码并无特别之处。

当天是假期，他跟着同事逛着
逛着到了这家店，一开始玩刮刮
乐，准备离开时，才用投注单选出

了这些号码，就是凭着当时的
感觉去选的，没曾想中了大奖。

对于从偏远地区出来务工
的梁先生来说，1000 万元简直
就是个天文数字，如何使用还
需好好规划。

梁先生表示，初步打算回
到家乡工作和生活，具体还没想
好，有考虑对生活困难的亲戚和乡
亲会用合适的方式去帮帮他们。

梁先生非常感恩能遇到这份
幸运，他觉得适当回馈社会也是应
该的。

因为梁先生仅买过两期彩
票，对双色球奖池、奖级、奖金、兑
奖方式这些彩票知识还没进行过
深入了解，所以当晚他在手机上
查到自己买的其中一组号码与开
奖号码完全一致后，一脸茫然，也
吓了一跳。

梁先生反复核对了几遍号
码，确认全中后，只知道自己应该
有中奖，至于中的什么奖、奖金有
多少、能否拿到奖金，一直在心里
打鼓，这些问题反反复复在脑海
里重复，整晚辗转反侧睡不着，第
二天一早，他就迫不及待拿着彩
票直奔站点。

站点老板详细向他说明了这
张彩票的中奖情况，并告知他“五
一”假期后到市福彩中心办理兑
奖手续，还特意叮嘱他保管好中
奖票，梁先生这才心里有了底。

运气爆棚
第二次购彩即中

感恩遇见
合适时候回馈社会

彻夜难眠
不敢确定是否中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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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泽泉与陈少兰的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梁泽泉与陈少兰（身份证号码：440623********5923）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

梁泽泉已将其对下列债权清单所列的借款人和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借
款本金、利息、违约金等）、担保债权（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担保权、抵押担保权、质押担保
权等）以及附属合同权益（包括但不限于与借款人、担保人或第三人就债权清偿事宜达
成的还款协议、重组方案、补充协议等合同项下的权益）一并转让给陈少兰。

梁泽泉与陈少兰现联合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承继人、担保人及其承继人、
相关债务承接主体、清算主体以及其他义务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陈少兰履行相
应的合同义务及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全部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
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的，请相关承债
主体、清算主体、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梁泽泉 陈少兰
2022年 5月 17日

注：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
保人应支付给陈少兰的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
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方法计算。本公告
当中内容如有错漏，以借款人、担保人等原已签署的交易合同为准。

序号

1

2

借款人

佛 山 市 紫
明 星 家 具
有限公司

佛 山 市 顺
德 区 卓 致
家 具 实 业
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

2014 年 顺 成 字 第
199号

2016 年 顺 成 字 第
031 号、2016 年顺成
字第 032 号、2016 年
顺成字第 033号

担保人

李志和、刘宝仪、佛山市尚扬办公家具制
造有限公司、佛山市尚澳金属制品有限公
司、广东龙江鸿基座椅有限公司、佛山市
顺德区乐从杰创家具厂、吴荣杰、梁华声、
杨俊年、梁忠声、吴建良、陈伟泽、梁智
棠、吴耀藩、梁智海、张裕良、陈莲芳、梁
永杰、姜成兰、葛婵妃、刘卫森；
佛山市明浩家具实业有限公司、佛山市顺
德区千林家具有限公司、佛山市顺德区加
利贸易有限公司、梁智海、吴淑然、吴荣
杰、何淑其、陈伟泽、刘雪花、冯文烨；

基准日本金
余额（元）

4,086,959.3

8,840,000.00

遗失声明:佛山国贸进出口有限公司遗
失提单一份，航名航次：SHUN FENG 28
/ 220303 提单号：OVG/NSA/SOK-2190/
2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米亚广告传媒（广州）有限责任公司遗
失财务专用章一枚，现登报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佛山市万进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遗失
由广州市巨合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开具的
机动车发票（第一联：发票联）一份，代码：
144002024160，号 码 ：00011211，金 额 ：
1828000.00元，特此声明。

广州市巨合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2022年 5月 11日

注销公告
龙川县枫叶舞蹈艺术培训中心（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52441622MJM238931C）
经负责人决定停止经营 并申请注销，

请各债权、债务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

起 45 天内向中心清算组申报债权债

务。

遗失声明
广东省美壤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行政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
发票专用章、私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湛江市霞山区鲜天汇水果店，
不慎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编号:
JY14408030104626，负责人:卢启锋，发证
日期:2020年 11月 27日，特此声明作废。

汕头市炼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餐厨垃圾、水产品及冷冻肉类资
源无害化综合利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 4 号）要求，现对《汕头市炼锋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餐厨垃圾、水产品及冷冻肉类资源无害化综合利用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进行公示。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
和途径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_Bm3hp0qDcP6hqqqmgVHVg 提取码：yagb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项目周围单位、群众等。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连接

链接：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请公众向公示地址发送电子邮件、电话等方式，发表对本项目环评工作的建议和
看法。

建设单位：汕头市炼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卢工
联系方式：13417046186
环评单位：中海联合（深圳）能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黄工
联系电话：13662301644 邮箱：80399620@qq.com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本次意见反馈截止日期：自公告发布之日 10

个工作日。
汕头市炼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022年 5月 5日

遗失声明
徐闻县南山镇五里村唐家经济合作社
遗 失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59150005984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穗华企业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401011906582325）遗失公章、合
同专用章等印章，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茂名市大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遗失
旧公章壹枚，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东省慈光慈善基金会遗失法人登记
证 书 正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34400000750922538，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腾昌实业控股（广州）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财务章，法人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广州凯力德包装材料有限公
司遗失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 91440101MA59TPX000，编 号 ：
S1012017016597，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茂南区鑫丰桂林米粉餐饮店遗失食品
经 营 许 可 证 副 本 ，许 可 编 号:
JY24409020208677，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个体户闫书生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 册 号 ：440105600971547，现 声 明 作
废。

彩票开奖公告栏 开奖时间：2022年5月16日 ●●●●●●●●●●

“南粤风采”36选7 第2022126期

中奖等级 中奖注数 总中奖金额（元） 单注奖金（元）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0
0
0
58
108
2175

0
0
0

29000
10800
21750

中奖情况

36选7投注总金额：287726元
中奖基本号码：26 19 29 18 23 22 特别号码：33

好彩36投注总金额：556192元
类别
好彩2
好彩3

投注额（元）
37606
518586

中奖注数
566
1086

单注奖金（元）
33
238

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累计奖金285391元滚入下期一等奖。

500
100
10

好彩1 第2022126期

投注总金额：456672元，奖池资金余额：179687元。
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中奖符号

投注方式 投注额（元）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数字

生肖

季节

方位

435796

13400

3390

4086

5086

508

10

1751

46

15

5

5

33 猴 冬 西

广东省体育彩票中心 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授权发布

5641349.00元奖金滚入下期排列3奖池。
455175348.62元奖金滚入下期排列5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2年7月15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排列3排列5 第22126期

排列3 2 5 9

排列5 2 5 9 3 8

直选

组选3

组选6

全国销量
（元）

本省销量
（元）

单注
奖金
（元）

33664252 1608604

中奖情况

全国
中奖
注数

本省
中奖
注数

786

0

1332

1040

346

173

100000

排
列
3

排列5 14350140

9583

0

34312

67

本期投注总额：3461888元；本期中奖总额：836758元；
奖池资金余额：10462679元。

3D 第2022126期

中奖号码 5 5 4

奖等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组选3
组选6
1D
2D

通选1
通选2

包选三全中
包选三组中
包选六全中
包选六组中

和数14

585
640
0

116
24
0

108
0
0
0
0
71

1040
346
173
10
104
470
21
693
173
606
86
14

608400
221440

0
1160
2496
0

2268
0
0
0
0

994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319626218元。
958213629.63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下期一等奖派奖奖金15000000元。
下期二等奖派奖奖金5000000元。
固定奖派奖奖金余额227855152.5元。
十五周年特别奖派奖奖金余额20000000元。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2年7月15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超级大乐透 第22054期

一等奖

二等奖

本期中奖情况

前区号码

34 21 23 16 05 07 10
后区号码

奖级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
(元)

应派奖金合计
(元)

基本
派奖
追加
派奖
基本
派奖
追加
派奖

合计 330059937

19
11
11
11
223
135
149
135

三等奖
三等奖派奖
四等奖

四等奖派奖
五等奖

五等奖派奖
六等奖

六等奖派奖
七等奖

七等奖派奖
八等奖

八等奖派奖
九等奖

九等奖派奖

367
237
2017
1335
44686
27809
39920
24153
72630
44673

1102575
659248
9051658
5318438

6015218
757575
4812174
606060
36289
20576
29031
16460
10000
5000
3000
1500
300
150
200
100
100
50
15
7.5
5
2.5

114289142
8333325
52933914
6666660
8092447
2777760
4325619
2222100
3670000
1185000
6051000
2002500
13405800
4171350
7984000
2415300
7263000
2233650
16538625
4944360
45258290
13296095

快乐8

5月1日，惠州一彩民凭借一张10元自
选单式票，喜中双色球第22048期一等奖1
注，奖金高达1000万元。近日，幸运儿梁先
生现身办理领奖手续，透露自己是第二次购
买福利彩票，谁知道幸运中出千万巨奖。

千万元

今年的“五一”劳动节，对于梁先生
来说，是个让他终生难忘的日子，这一
天，梁先生第二次购买福利彩票双色
球，也就在这天，他遇见了千万元大
奖，这份幸运让他受宠若惊。

“惠州真是我的福地呀！”在兑奖室
里，梁先生万分感慨。梁先生是个外来
务工人员，家乡地处偏远山区，因
为交通、商业等方面都落后，几年
前，他来到了惠州寻找工作机会。
在这里，他不仅找到了合适的工作，还
收获了意想不到的惊喜。

梁先生说他的购彩经历非常简单，
只是个刚刚接触彩票的“菜鸟”，包括这
次中奖，他前后只买过两次彩票。

第一次是上一期 22047 期，因为外
出办事，路过一家彩票站，随机机选两
注，花了 4 元。第二次就是 5 月 1 日这
天，因为放假外出走走，无意间看到惠
城区乌石市场一栋北 1 号的 44080111
投注站，进去玩了一会儿刮刮乐，当时

没刮中，转而进行双色球的投注，
购买了一张10元5注自选单式票。

彩
民
故
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