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体彩报：你对目前彩票
市场的政策是怎么看的？

王小暖：2009 年颁布的 叶彩
票管理条例曳第二条袁对彩票定义
规定的很明确袁 发行彩票的最终
目的就是为国家筹集社会公益资
金袁促进社会公益事业发展遥第五
条对管理体制作出规定袁 国家相
关部门加强对彩票行业的监管就
是法定职责遥 2012年出台了叶彩
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曳袁2018 年
进行了修改袁使叶条例曳更具可操
作性袁 为我国彩票事业的健康发
展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遥

从辨证的角度看袁任何事物
都是发展变化的遥彩票在我国作
为新生事物袁更需要一个不断探
索尧不断改进尧不断完善的过程遥
随着实践的变化在政策上进行
微调袁是彩票行业自身发展的迫
切需要袁也是跟上时代进步的正
确选择遥 无论做出怎样的调整袁
彩票的野公益性冶是不能改变的袁

这是必须坚守的本质定位遥近年
来袁在野公益性冶的原则基础上袁
结合彩票行业的发展规律袁超前
谋划袁 主动求变袁 相继制定尧修
改尧 完善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袁
实践证明袁 效果还是比较好的遥
当然袁政策调整变化也是野双刃
剑冶袁有时需要忍痛割爱袁有时需
要壮士断腕袁 有时需要做出牺
牲遥我认为袁革旧迎新需要勇气袁
审时度势需要魄力袁对政策的调
整袁 只要是看准了就要下定决
心袁义无反顾袁因为调整是阵痛袁
不调整就是长痛遥

中国体彩报：经营过程中，体
彩实体店应该如何应对政策上的
调整？

王小暖：彩票实体店是政策
措施落地的最后一公里袁 也是最
关键的一环遥 彩票代销者首先要
认真研究政策尧吃透政策袁最重要
的是严格地执行政策遥 尤其是面

对政策调整的敏感时期袁 更得要
保持上下同心袁步调一致袁决不能
说三道四袁消极抵抗遥比如前一段
时间袁高频下市尧竞猜型游戏调整
等袁 都是从彩票行业发展的大局
出发袁经过深入调研尧充分论证袁
慎重做出的决策遥 彩票代销者要
善于学习尧理解尧把握新政策新要
求袁 尽快把思想认识和经营思路
统一到新的政策上来遥

我体会袁做到野会拉新袁会维
护袁懂玩法袁能营销冶是实体店必
须具备的基本功袁 这也是我今年
在四川尧浙江尧新疆尧内蒙等省市
线下培训课程中反复强调的主

题袁得到了广泛认可遥彩票店的销
量主要取决于 野拉新人数 *购彩
人数 *购彩金额 *复购率冶袁这就
要求彩票代销者在精准拉新尧客
户维护尧 引导转化等方面下更大
的力气袁只要夯实基础袁练好野基
本功冶袁不管政策如何调整袁都能
从容应对遥

练好基本功，从容应对彩票政策调整

中国体彩报：你怎么看待“责
任彩票”？认为责任彩票应该包含

哪些内容？

王小暖：2017 年国家体彩中
心提出野建设负责任尧可信赖尧健
康持续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冶的
发展目标袁 为中国体育彩票责任
彩票建设指明了发展方向袁 让体
育彩票野公益性冶的内涵更丰富尧
更明确尧更具体遥 2018年 12 月袁
中国体育彩票通过了世界彩票协

会责任彩票三级认证袁 责任彩票
建设开启了新的征程遥 叶野十四五冶
责任彩票建设战略实施纲要曳更
加突出了责任彩票的战略地位袁

有助于更加牢固地树立责任管
理尧安全管理尧责任担当的意识袁
有效解决实际问题袁 破解制约瓶
颈袁更好体现体彩事业社会价值袁
意义重大而深远遥

责任彩票是一个大概念袁是
一个系统工程袁所涉及的领域很
广袁 需要我们做的工作也很多遥
重要的是袁所有从事彩票工作的
同行们袁都要把野责任冶二字入
脑尧入心袁融进血液里袁落在行动
中遥 无论从事哪项具体工作袁包
括院调查研究尧游戏尧渠道尧技术尧
品牌尧队伍尧购彩者尧利益相关
者尧报告尧评估等等各个环节尧各

个方面袁都要体现野责任冶的内在
要求遥 总局中心对此高度重视袁
明确提出把责任彩票的理念和
要求贯穿于体育彩票运营管理
活动的各个环节袁提高工作严谨
性尧规范性袁提升风险防范能力袁
促进行业生态净化遥我们要认真
落实总局中心的要求袁严格遵守
叶彩票管理条例曳和叶彩票管理条
例实施细则曳等法律法规袁守法
合规的开展经营活动袁从杜绝未
成年购彩尧预防购彩沉迷尧杜绝
互联网售彩等方面入手袁从日常
点滴做起袁做责任彩票的坚定维
护者尧践行者遥

做责任彩票的坚定维护者、践行者

中国体彩报：据了解，你之前
在山东省体彩中心上班，为什么
打算离开体制内工作自己做彩票

营销培训？

王小暖：我是 2010年加入到
山东省体彩中心袁 先后在省中心
办公室尧 即开部等重要部门和岗
位工作了 8年遥 在山东体彩工作
的这段时期袁 我深刻地感受到山
东体彩是一个执行力强尧 战斗力
强尧创新力强的团队袁给年轻人搭
建营造了一个非常好的成长进步

环境遥在中心 8年多的时间袁我熟
悉掌握了彩票工作的基本流程和
主要业务袁 和总局中心以及兄弟
省市中心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袁通
过经常性地到网点调研尧走访袁接
触了大量的代销者和购彩者袁深

刻体会到他们的所思所想尧 所忧
所盼袁 特别是看到有些代销者辛
辛苦苦一整年袁销量一直上不去袁
生活难以为继的囧境袁 萌发了我
要以已所长帮助他们的念头遥 我
算得上是一个行动派遥决心一定袁
立马行动遥 2018年袁我谢绝了领
导和同事的热情挽留袁 毅然地从
省中心辞职袁申请了野王小暖冶公
众号袁 开启了彩票营销培训的新
征程袁 应该说在这个领域还是比
较早的遥 之所以下决心从体制内
离开袁 关键还是想做自己既喜欢
又擅长的彩票营销培训遥

中国体彩报：你认为彩票营
销培训工作的意义是什么？

王小暖：我清晰地记得袁有一

次下网点调研袁代销者一句话深深
地刺痛了我遥他说院野我最大的苦恼
就是不会营销袁 守着金饭碗要饭
吃冶遥从这一刻起袁我就下定决心要
在为代销者排忧解难上干出点名
堂来袁 通过高质量的彩票营销培
训袁让代销者在为公益事业贡献力
量的同时袁也要收获属于自己的劳
动成果遥 全国有 35万家彩票代销
者袁 他们的营销水平参差不齐袁其
中相当一部分营销能力并不高袁具
有很大的提升潜力遥我就想尽己所
能袁努力让越来越多的代销者能够
通过学习掌握一些营销技能袁实现
销售额的稳定增长遥我做彩票营销
培训袁往大里说是为国家公益事业
做贡献袁往小里说是为代销者生活
富足提供帮助遥

营销培训，帮助代销者实现销量增长

专访彩票营销培训工作者王小暖———

“帮助代销者掌握营销技能，实现销量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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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记者金海燕报道
王小暖，彩票营销培训工作者。在她的个人简介上，写着这样一段话：专注于彩票营销培训，深耕于实体店营销领域；旨在为代销者开拓思维、教授方

法，帮助规范运营、提高销量；为全国各省市中心培训数百场，为近万名代销者提供线上培训，为广大代销者提供更多营销“干货”。

2021欧洲杯期间，王小暖的工作“有点忙”，服务实体店代销者的线下培训和线上课程正在同步进行中。近日，中国体彩报专访王小暖，请她讲一讲欧
洲杯的竞彩机遇、责任彩票、彩票营销培训的意义等话题。

中国体彩报：欧洲杯正热，
你认为经营体彩实体店，代销者

需要注意哪些方面？

王小暖：回顾体育赛事大
年的销售情况袁2016 年欧洲杯
期间竞彩销售了 105 亿元 袁
2018 年世界杯期间竞彩销售
了 463亿元遥你会发现袁每逢足
球赛事年份袁 彩票销售都会有
较大幅度的提升遥 机会总是留
给有准备的人遥 今年的欧洲杯
已经开打了袁 我们要以最佳状
态统筹谋划袁 在以下几个方面
下功夫院
第一袁 要学会基本的营销

技巧遥欧洲杯来了袁不能只想着
坐享其成遥 重要足球赛事能吸
引大量的球迷关注是必然的袁
但关注与参与是两个不同的范
畴袁 在哪家彩票店参与有不同
的结果遥 彩票店主要分享欧州
杯的红利袁首先野打铁还需自身
硬冶袁欧洲杯开打期间袁要抓紧
学会并使用怎么发朋友圈文

案袁怎么拍短视频袁怎么沟通客
户袁 怎么维护和唤醒老彩民等
等遥总之袁要多学习这样的小技
巧袁把基础工作做好遥

第二袁 要把欧洲杯竞彩氛

围搞起来遥 通过张贴海报尧播放
录像尧直播赛况尧设置灯箱等方
式袁突出杯赛的元素袁关键之处
在于想方设法把彩民留在店
里遥 一方面袁稳定老朋友袁真心
实意把购彩者当朋友袁 行以待
客之道袁 让他们像老朋友串门
一样踏踏实实地坐下来袁 安心
购彩曰另一方面袁扩展新朋友袁
让进店的每一位购彩者都受到
尊重袁有宾至如归的感受袁通过
喝茶尧聊天尧看球这些小细节赢
得信任袁 接下来的销量就水到
渠成了遥
第三袁 要提升自己的专业

化水平遥 很难想象一个不懂球
的代销者是如何吸引购彩者
的遥 通过杯赛提销量袁 精通球
队尧球员是基础中的基础遥彩票
店主要体现出专业化的素养袁
不仅对欧洲杯的赛程尧 对阵双
方基本面数据尧 指数等情况要
烂熟于心袁 还要有自己的推荐
方案和营销话术袁 这些做到位
了袁 相信这届欧州杯一定不会
辜负你的遥
总之袁 欧洲杯对于广大体

彩店来说是一次非常重要的
契机遥

统筹谋划欧洲杯，从三个方面下功夫

王小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