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址：广州市黄埔大道中315号，邮政编码：510655 广告热线：（020）87138888 广告经营许可证：440000100058 订报电话：（020）87133333 全国零售价2元 新闻记者证查验、举报电话：（020）87138078。查验网址：http：//press.gapp.gov.cn

彩
民
故
事

金
手
指

2022年5月20日/星期五/经济新闻部主编/责编李卉/ 美编 陈炜/ 校对 潘丽玲 A12晚晚好彩·体彩

赵磊在公司研发部，老叶
在销售部，工作上两个人没有
什么交集。但是在公司后面的
那家彩票站，两人经常会不期
而遇。碰到的次数多了，就经
常交流下购彩心得，渐渐成了
忘年之交。

昨天晚上，为了拿到金盘
公司的大订单，作为销售部经
理的老叶亲自出马，一杯接一

杯地给客户去敬酒。这次远远
超过了他的酒量，老叶只记得
送走客户后，自己回来拿包，结
果踉踉跄跄走了几步，最后倒
在了沙发上……

护士把老叶从抢救室推了
出来，守在门口的赵磊迅速迎
上去，长吁一口气：“吓死我了，
叶叔，您终于醒了！”转入病房
打上点滴后，老叶稍微有了精

神，他看着一脸疲惫双眼通红
的赵磊，问道：“昨晚……是你
送我来的医院？”“是的，叶叔。
您也知道，我刚买了房，装修找
同事们还借了钱，您借给我的
最多，所以我下班后，就在那家
酒楼做兼职服务生。昨晚我路
过 3 号包厢的时候，意外地发
现您趴在沙发上一动不动。”赵
磊解释说，“叶叔，您以后少喝

点酒。昨晚您完全不省人事，
医生说您昏迷伴有急性肝肾功
能不全，为极重度酒精中毒的
表现，危险至极！”

“有这么严重？以前喝醉也
没事嘛！”老叶笑了笑，转移话题
说：“你小子，欠同事们好几万的
装修钱，还跟我一样喜欢买彩
票，难道是想博一博，中次500
万好还账不成？”（董川北）

“一家幸运又好玩的店”
于4月下旬在广东省揭阳市万
达广场正式营业，这是揭阳市
首家商业综合体新型体彩实
体店。走进万达广场一楼，一
眼 就 能 看 到 这 家 体 彩 实 体
店。炫目的外观设计，装饰风
格年轻时尚，醒目的中国体育
彩票 LOGO，在商场里显得格
外亮眼，吸引了不少市民停下
脚步进店“打卡”。店里配置
有大面积即开型彩票展示区，
陈列时下流行的各款主题即
开型彩票，还设置了触摸屏自
助选号销售设备，可以销售体
彩大乐透、7 星彩、排列 3 和排
列5等电脑游戏。

销售人员介绍道，很多人
一开始并不知道这是体彩店，
因为好奇才来光顾：“五一假
期期间吸引了不少来商场购
物、吃饭、娱乐的顾客，大多是
没怎么买过彩票的年轻人。”
正在店里体验顶呱刮乐趣的
李小姐表示自己是第一次购
彩，很新鲜很有趣，而且还听
说了买体彩也是做公益，觉得

很有意义。
建成揭阳市首家商业综合

体新型体彩实体店，是揭阳体
彩努力构建多元渠道体系、探
索体彩销售与多业态高质量
融合发展的举措之一。在商
业综合体开设体彩店，既开创
了体彩销售新模式，贴近时尚
开拓年轻购彩群体，又丰富了
商业广场的功能，让体彩公益
公信的品牌形象得到更全面
的展示。

“如果有市民对建这样的
新型商业综合体店感兴趣，可
以通过广东体彩网、广东体彩
官微以及‘广东体彩实体店征
召’APP 等渠道登录广东省体
育彩票实体店征召平台申请
建站。”揭阳体彩相关负责人
表示，“2022 年 1 月-10 月 31
日期间，新建商业综合体实体
店经市体彩中心验收合格并
签订代销合同的可享受省级
建店扶持，由省体彩中心审核
认定，按照 2万元/店给予一次
性建店扶持。市体彩中心也
会有相应的扶持。”

近日，梅州体彩参与广东省
梅州市春季人才现场招聘会，在
现场进行公益宣传和实体店征
召政策宣贯。

梅州体彩在招聘会现场设
置展位，吸引众多群众驻足咨询
了解投注站开设流程、公益金用
于何处、如何参与购彩……工作
人员对市民的疑问逐一答疑解
惑，宣传体育彩票的公益性质：每
张彩票的钱，除了一部分成为奖
池里的奖金外，还有一部分会成
为体彩公益金，而公益金又广泛

应用于体育、社保、扶贫、助学、医
疗、法律援助等多个民生领域。
在咨询了解过程中，市民还体验
了一把顶呱刮即开票的乐趣，用
实际行动支持体彩公益。

经过深入了解，部分应聘者
表示，开设体彩店也是一种就业
选择，不仅可以自己当老板，还
能为国家筹集公益金，创业、公
益两不误。梅州体彩也将继续
坚持开展走进群众活动，加大宣
传力度，助力公益事业可持续发
展。 （胡彦 袁奕敏）

“点石成金”是体彩顶呱刮
即开票的经典票种，也是彩市常
青款之一，中奖机会多，游戏体
验丰富。近日，广东省汕头市潮
阳区4404034002体彩实体店购
彩者马先生（化名）中出“点石成
金”一等奖，收获百万奖金，为当
地贡献个人偶然所得税20万元。

日前，马先生怀着激动的心
情来到汕头体彩中心办理兑奖

手续。“我最近在准备创业，目
前正筹备启动资金，中了奖，创
业启动资金有了！”马先生说，
这张彩票的游戏名字很有意
头，希望自己在创业道路上能

“点石成金”，成就一番事业，为
社会贡献自己微薄的力量。今
后也会继续支持中国体育彩
票，继续做公益。

（胡彦 袁奕敏）

排列5第22089期开奖号码
为“8、4、4、4、0”，全国共中出
74注一等奖，其中1注花落广东
省云浮市。该大奖由云安区六
都镇的4421037078体彩店的购
彩者中得，奖金10万元，为云浮
市贡献税收2万元。

近日，年轻小伙小坚（化名）
到云浮体彩中心兑奖。他开心
地说：“我很喜欢排列5游戏，这
是我第二次来领排列 5 大奖
了。”原来，小坚在去年也中过排

列5奖金20万元。
开奖当天，吃过晚饭后的他

闲逛到体彩实体店，简单看了
下开奖号码信息图后，便确定
了当期要投注的号码。“我比较
喜欢买复式投注，上次的 20 万
大奖也是用这种投注方式幸运
中得的。”领取奖金后，小坚表
示，以后会继续支持中国体育
彩票，量力而行，为社会公益事
业做贡献。

（胡彦 袁奕敏）

“太好了，我可以用这笔钱
实现自己的梦想了！”在广东惠
州体彩中心兑奖大厅的张先生
（化名）高兴地说道。5月 4日，
张先生在惠州市惠城区龙丰科
肚19栋花园水中路5-3号体彩
实体店（编号：4411011168）中得
超级大乐透111万元奖金，为惠
州市贡献22万元税收。谈起中
奖心得，张先生直言，自己非常
感谢体彩实体店业主。

张先生在 2021 年年底开始
接触体育彩票，购彩次数不多，
对游戏种类规则并不了解。5
月 4 日，正值张先生的生日，碰
巧他又在实体店业主微信朋友
圈看到超级大乐透15周年派奖
的消息，于是张先生到实体店购
买大乐透，希望能得到幸运女神
的眷顾。

“之前我没买过大乐透，是业
主耐心讲解，教我如何购彩的。”
张先生说，自己选错了两个号码，
多亏业主细心提醒，自己按照规
则重新改号码，才有了这次的奖
金。得知店里的购彩者中了大
奖，业主也很开心：“为购彩者讲
解体彩游戏规则也是我们工作的
一部分，以后我还会继续为购彩
者提供周到细致的服务。”

张先生表示，自己对购彩一
直抱着娱乐心态，偶尔空闲的时
候才会到店购彩。第三次在
4411011168 体彩实体店购彩就
中出百万大奖，张先生激动地
说：“自己拥有一辆汽车的梦想
终于实现了，剩余的钱会暂时储
蓄起来。以后我会继续购彩，不
管中不中奖，都是为公益事业出
一份力。” （胡彦 袁奕敏）

4月下旬，2022年广东省体
育彩票工作会议在广州召开。
会上，肇庆市作为市级代表以
即开票市场拓展为重点进行了
经验交流。

近年来，肇庆市体彩工作
深入贯彻体育彩票的发行宗旨
和理念，在疫情常态化防控形
势下，全力开拓即开票销售渠
道 ，打 造 体 彩 销 售 新 的 增 长
极。2021 年，全市体育彩票销
量4.62亿元，同比增长29.65%，
筹集公益金1.14 亿元（含中央、
省级），同比增长 25.56%，为肇
庆贡献税收 1020.08 万元，为社
会提供就业岗位超 500 个。其
中，2021年即开票销量4015万
元，同比增长 119%；截至 2022
年 3月，全市即开票社会渠道网

点 达 到 69 个 ，销 售 额 占 比
35.1%，即开票销量 2041 万元，
同比增幅高达 232%，展现了良
好的发展势头。

肇庆体彩坚持践行中国体
育彩票“来之于民 用之于民”
的理念，在济困帮扶、疫情防控
以及爱心助学方面积极履责，
为社会传递了一份份温暖的力
量。关爱一线体彩人，开展“送
温暖、传真情”走访慰问帮扶活
动，向困难实体店业主和销售
员送上慰问金和慰问品，组织
专业培训团队对实体店开展了

“一对一”驻店培训，增强了业
主和销售员的经营信心。

肇庆体彩坚持跨界整合，
丰富即开票销售场景，大力拓
展社会销售渠道，探索与景区、

酒店、商超、奶茶店等“体彩+
X”合作模式，实现多场景、多业
态深度融合，努力将体彩销售
触角伸向更多贴近老百姓的日
常消费领域，不断扩大购彩者
人群基础。2021年 10月，首个
景区体彩服务驿站——牌坊广
场体育彩票户外宣传服务亭正
式营运；12月，广宁商业区体彩
服务驿站也投入使用。

积极动员体彩业主利用传
统节日，开展节前店内布置工
作，把即开票制作成手工艺品，
营造浓浓的节日氛围，广泛发
动业主、销售员和购彩者参与
即开型手工艺作品创意制作大
赛，鼓励业主在店内设置“寻宝
墙”“幸运转盘”等即开票创意
展示区，提升了购彩者对即开

票的体验，将游戏互动与品牌
宣传深度结合，不断提升人民
群众对体彩事业的认知度和参
与度。

2020 年，申请设计发行了
“中国砚都”肇庆文化主题系列
即开票，促进公益体彩与地方
文化融合发展。还通过冠名支
持体育赛事活动及国际博物馆
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等文旅
活动，进一步推广“顶呱刮”即
开票品牌，实现品牌形象和销
售成果的双丰收。

2022年是“十四五”关键之
年，做好体育彩票工作意义重
大。肇庆体彩将始终牢记体彩
人的责任和初心，为践行公益
使命，实现体彩事业高质量发
展砥砺奋进。 （胡彦 袁奕敏）

4月中旬，位于惠州市博罗
县罗阳街道小金村戴屋小组12
号4411032216体彩实体店传来
喜讯。该店购彩者黄先生（化
名）中得面值10元的“超级加倍”
头奖50万元。

当天，黄先生一如既往地进
店购彩，在一包已拆开的“超级加
倍”即开票中随手挑选了两张，没
想到其中一张就刮出了头奖，他
非常开心。在业主的指引下，当
天下午，黄先生火速现身惠州体

彩中心领取奖金，贡献个人偶然
所得税10万元。

出奖实体店业主介绍道：“黄
先生经常来店里购彩，每次消费都
不高，大概三四十块，非常理性，在
这之前黄先生也中过一些小奖，这
次能中大奖，真是替他感到开心。”

黄先生也表示，购彩不只是
自己的业余爱好，还是一种公益
行为，他也呼吁广大购彩者坚持
公益，理性购彩，量力而行。

（胡彦 袁奕敏）

大乐透：前区：小号强势，大小
比关注 2：3防 1：4。和值下降，关
注 70—90 之间。奇数热出，关注
奇偶比 3：2 防 4：1。012 路关注：
2：1：2。连号隐身，关注散号。后
区首防双小、双偶组合，次防一大
一小、双奇组合。

7 星 彩 ：104—832—320—
621—840—295+2、6、8。

排列 3：精选号码三注：309、
214、013。

排 列 5：精 选 号 码 三 注 ：
12890、23580、52137。

（加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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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数热出
和值下降
——析体彩玩法走势

肇庆体彩开拓即开票销售渠道

汕头购彩者领走百万大奖

云浮购彩者揽排列5头奖

生日当天喜揽百万元
惠州购彩者圆汽车梦

中出“超级加倍”头奖
惠州购彩者揽50万元

梅州体彩走进招聘会

文/羊城晚报记者 胡彦 通讯员 袁奕敏 插图 采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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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增城市电子工业公司：1. 营业执照

正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40101MA9WC9LL8J （ 注 册 号

4401251301180）；2.组织机构代码证，组

织机构代码号 L91335400；3. 税务登记

证，税号 440183191335400。

以上遗失证件，现声明作废！

增城市电子工业公司清算组

2022年 5月 18日

遗失声明
增城华侨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遗失：1.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注 册 号 ：

191335179；2. 财务章。以上证件遗失，

现声明作废！

增城华侨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清算组

2022年 5月 18日

遗失声明
佛山市无忧岛食品有限公司（营业

执 照 ：9144060657971006XD，法 定 代 表

人：黄任华）不慎遗失财务专用章一枚

（编码：4406067141519）。佛山市无忧岛

食品有限公司大良嘉信分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440606MA52A56H3A）不

慎遗失营业执照正本。现声明作废。

佛山市无忧岛食品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2年 5月 18日

注销清算公告
广州市海珠区警察协会（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5144010569152972XE），经会

员大会同意拟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

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小组处理债权

债务。请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 45天内

向本单位清算组申报债权。逾期不

报，视为自动放弃权益。清算结束后，

本单位将依法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

销登记。联系电话：020-83117737。

广东纯美陶瓷有限公司
重整投资人招募公告

2021年 10月 9日，肇庆市高要区人民法院裁定对广东纯美陶瓷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纯美公司”）进行重整。为顺利推动纯美公司进行重整，实现纯美公司资
产价值及债权人利益的最大化，管理人特发布重整投资人招募公告。纯美公司
的核心资产为位于肇庆市高要区金利镇金淘工业园地块土地使用权面积

82,078.90平方米、地上建筑物面积 70,128.00平方米以及生产设
备一批。招募报名时间：自公告之日起至 2022年 6月 6日止。
联系人黄律师，联系电话：13725510901。详情请使用微信扫描
以下二维码进一步了解。

广东纯美陶瓷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2年 5月 20日

声 明
声明人：李兆远（身份证号码：440104195612******）
立遗嘱人吴孙华（身份证号码：440104192608******，女，一九二六年八月二

十日出生）于二〇二二年二月二十二日死亡。现我拟通过吴孙华前所立遗嘱继
承吴孙华的以下遗产：原座落在广州市越秀区越华路 131号地下 12／48产权，经
拆迁补偿回迁至广州市越秀区越华路 123号至 131号新建大楼 206单元的房屋。

如你是吴孙华的上述遗产的继承人(包括但不限于遗嘱继承人、受遗赠人、
法定继承人)或相关利害关系人，对上述房屋遗赠有异议的，请在本声明登报之
日起十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广东省广州市广州公证处公证员郑晓晓提出，
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地址：广东省广州市东风中路 437号越秀城市广场南塔
11楼业务三部，电话：020-83569500

遗失声明
汕头市巨乐贸易有限公司遗失组织机
构代码证正副本，证号：59745280X，声
明作废。

粤港澳大湾区500千伏外环西段工程环境
影响评价信息第二次公示

为了优化粤港澳大湾区网架结构，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肇庆供电局拟建
设粤港澳大湾区 500 千伏外环西段工程。该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由中国电力
工程顾问集团中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承担。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现将工程基本情况、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等予以公示，征求公众对本工程
环境保护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工程名称：粤港澳大湾区 500千伏外环西段工程。
工程地点：本工程新建线路经过了阳江市阳西县，阳东县，阳春市；云浮市罗定
市，郁南县，云安区；肇庆市德庆县，高要区，广宁县，四会市；清远市清新区，清城
区。500kV 回隆站位于阳江市阳西县程村镇，于 2016 年 9 月建成投产；500kV 蝶
岭站位于阳江市阳东县塘坪镇，于 2009 年 9 月建成投产；500kV 卧龙站位于云浮
市云安区白石镇，于 2016年 12月建成投产；500kV清城站站址位于清远市清城区
石角镇，正在建设中。工程组成和规模：（一）500kV线路新建工程：新建 500kV回
隆~蝶岭~卧龙~清城线路，按 2 条单回线路并行走线架设，线路路径总长约
691.5km。（二）变电站扩建工程：（1）500kV回隆变电站出线间隔扩建工程，本期拟
在站内扩建 500kV出线间隔 2个。（2）500kV蝶岭变电站出线间隔扩建工程，本期
拟在站内扩建 500kV出线间隔 2个。（3）500kV卧龙变电站扩建工程，本期拟扩建
1×180MVar 高压电抗器和 500kV 出线间隔 4 个。（4）500kV 清城变电站扩建工程，
本期拟在站内扩建 2×120MVar高压电抗器和 500kV出线间隔 2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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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环境
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网络链接：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网站：http://www.
gd.csg.cn/gsgg。（二）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公众可前往以下单位查阅：广
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肇庆供电局（地址：肇庆市端州区信安路 88 号）；中国电力
工程顾问集团中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中南二路 12
号）。二、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为：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关于本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和环境保护方面的意见和建
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之外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也可提出宝贵意见。三、公
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同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网络链接或公告附
件。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若有与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和环境保
护有关的建议和意见，请按上述网络连接下载填写《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
意见表》，将填写好的表格按如下方式邮寄或邮件至建设单位。五、公众提出意
见的起止时间：本公告发布日期起十个工作日内。
联系方式：建设单位：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肇庆供电局, 联系人：梁工
联系电话：0758-2977062 电子邮件：459969003@qq.com 邮编：526060
环评单位：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中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联系人：周工
联系电话：027-65262752 电子邮件：865104023@qq.com 邮编：430071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肇庆供电局 2022年 5月 20日

遗失声明
广州摩纹尼汽车配件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 (行政章)、财务专用章、法人章 (叶思
勉)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张志东，2022 年 4 月 17 日因保管不慎

遗失军委政法委政治工作局 2018 年 2
月 2 日颁发的律师执业证书，律师执

业 证 书 号 ：10244200890990503，执 业

证书流水号：40003768，现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广州科慧健远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40101MA5CUF3A2J）于 2022年 5月 17
日经股东会决议，公司注册资本由1111.11
万元减资至581.11万元。请债权人自本公
告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
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权利，本公司将向
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

遗失声明
阳江市江城强记饲料店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2441702MA4XYBC57N),遗失公章
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东用九律师事务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31440000MD02669656),遗失法定名称
章一枚,编码 441704002511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张海南遗失个体户营业执照副本，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2440515MA4UYKP
K4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肇庆恒尚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遗失
发票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江门市江海区外海新重庆饭店遗失公
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饶平县飞扬贸易有限公司遗失公章壹
枚，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阳江市机械装备行业协会遗失广东省

社会团体会费专用收据 8 份,票据号码

号 为 ： GC29292853， GC29292866，

GC29292871,GC29292885,GC29292903,
GC29292941, GC29292942,GC29292943，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富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因
保管不慎丢失福田牌合格证一张
车架号：LVAV2JVB5KE434685
发动机编号：19A008890ZLA
合格证编号：WAG199295486319
合格证印刷号：No.IV1087107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东莞市星力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因保管
不慎丢失福田牌合格证一张
车架号：LVAV2JVB1LE252225
发动机编号：209000496ZLD
合格证编号：WAG159296305189
合格证印刷号：No.IV7284080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曾永龙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正本，
粤交运管许清字 441800052967，声明作
废。

排列3排列5 第22129期

5840097.24元奖金滚入下期排列3奖池。

465449835.34元奖金滚入下期排列5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2年7月18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排列3 0 0 5

排列5 0 0 5 4 8

直选

组选3

组选6

全国销量
（元）

本省销量
（元）

单注
奖金
（元）

38816082 1609836

中奖情况

全国
中奖
注数

7756

18537

0

19

本省
中奖
注数

424

299

0

1040

346

173

100000

排
列
3

排列5 15367574

彩票开奖公告栏 开奖时间：2022年5月19日 ●●●●●●●●●●

好彩1 第2022129期

投注总金额：473338元。奖池资金余额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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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 龙 春 东

数字

生肖

季节

方位

451682
17286
2304
2066

12803
615
451
535

46
15
5
5

“南粤风采”36选7 第2022129期

36选7投注总金额：297426元
中奖基本号码：30 07 29 26 27 13 特别号码：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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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50

135

2389

0

16688

8334

25000

13500

23890

中奖情况

累计奖金485112元滚入下期一等奖。

8344

8334

500

100

10

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好彩36投注总金额：566168元
类别

好彩2

好彩3

投注额（元）

35352

530816

中奖注数

384

601

单注奖金（元）

46

442

广东省体育彩票中心 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授权发布

双色球 第2022056期

本期投注总额：352329270元；广东省投注额：44978112元；

奖池资金累计金额2004226992元滚入下期一等奖；

兑奖时间：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红球区 蓝球区

01 17 14 06 11 26 15
奖级 全国中奖注数 本省中奖注数每注奖金（元）

6
162
857

62469
1394516
5930706

0
19
129
7374

179104
811820

8799261
175891
3000
200
10
5

3D 第2022129期

中奖号码 3 9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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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061
0

2284
144
12
0
35
0
0
0
3

196

1040
346
173
10
104
470
21
693
173
606
86
16

1103440
0

395132
1440
1248
0

735
0
0
0

258
3136

本期投注总额：3549748元；本期中奖总额：1505389元；
奖池资金余额：928998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