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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任 管闲事 爱面子

服务购彩者 需要这样的“三板斧”
淫链接
王荣夏：
责任为先筑梦前行

复式出手 擒大乐透 2.4万
荫晒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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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钟倜
今天袁叶中国体彩报曳转发叶王荣

夏院责任为先筑梦前行曳一文袁介绍
了野2020 体彩追梦人冶荣誉获得者尧
陕西延安体彩代销者王荣夏的事

迹遥
在追梦路上袁 王荣夏都干了哪

些让人竖大拇指的野好人好事冶钥 总
结起来袁其实无外乎野三板斧冶遥

野三板斧冶之一袁是野负责任冶遥
近年来袁 体育彩票系统在大力

推进责任彩票建设袁 全国体彩人团
结一心袁致力于建设野负责任尧可信
赖尧 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冶遥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袁 各地一线体彩
代销者积极响应袁勇于践行袁把野负
责任冶 三个字变为日常工作中的生
动实践遥

历经风雨洗礼袁 中国体育彩票
总结出了野责任尧诚信尧团结尧创新冶
的八字体彩精神遥 这也是体彩事业
发展中凝炼而成的宝贵精神财富遥
在体彩精神中袁野责任冶 被释义为基
石袁是体彩事业发展的根基袁也是体
彩实体店经营中应当坚守的灵魂袁
是体彩代销者创业尧从业尧守业尧敬
业的底线遥

体彩从业十九年来袁 王荣夏及
其体彩实体店摘得了优秀代销者尧
全国优秀实体店尧 省级体彩销售突
出贡献奖尧诚信经营等多项荣誉遥 今
年 4月袁她还斩获了野2020体彩追梦
人冶荣誉称号袁为自己又增添了一块
军功章遥 这些荣誉的背后袁都有野负
责任冶三个字作为强力支撑遥 不论从
事任何行业袁只有负责任袁才能赢得
信赖袁才能取得高质量发展遥 在体彩
实体店经营中袁将野负责任冶当作利
器袁是十分有必要和正确的遥

野三板斧冶之二袁是野管闲事冶遥
什么是野闲事冶钥 在日常售彩中袁

遇到个人购彩者动辙加大投入尧一
掷千金袁 代销者是应该心中窃喜还
是忧从中来钥 显然袁王荣夏选择的是
后者要要要一些野问题购彩者冶引起她
的高度重视袁 她为此还建立了问题
购彩者档案袁对举债购彩尧大额购彩
等不理性购彩者进行跟踪并沟通袁
为他们讲解彩票发行宗旨袁 引导理
性购彩遥
对于这位体彩代销者的苦口婆

心尧好言相劝袁并不是每个人都理解遥
有人就认为她是野多管闲事冶遥 在一些
人看来袁你多卖彩票尧多挣钱袁这还求
之不得呢袁怎么还多管闲事钥
事实上袁正确引导问题购彩者袁

对于体彩代销者来说袁 非但不是闲
事袁反而是正事袁是分内之事袁它体
现着一名体彩代销者的敬业精神和

担当遥 不只是王荣夏袁在全国各地袁
很多体彩代销者都是爱管野闲事冶的
人 遥 他们心里有一个共同的认
知要要要体彩是公益事业袁 购彩者也
应当怀着公益之心去参与体彩袁应
当多人少买尧理性购彩袁而不是把买
彩票当作赌博袁 体彩店也并不是销
量越高越好遥

野三板斧冶之三袁是野爱面子冶遥
因为野爱面子冶袁王荣夏曾在去

年 8月进行了一次店面迁移遥 新店
面位于延安市最繁华的路段袁 客流
量明显增加遥 这位体彩代销者认为袁
要想为购彩者提供更好的购彩体
验袁享受更加便利的服务袁实体店的
野面子工程冶十分有必要遥 为此袁她在
装修布局上袁 利用醒目位置突出体
彩公益宣传袁在硬件配置上袁增设了
免费饮水尧 充电和休息席位等便民
措施袁在购彩流程上袁进行购彩动线
优化袁缩短了客户的购彩等待时间遥

毫无疑问袁如此的野爱面子冶袁是
基于对购彩者需求密切关注和关心

的基础之上的遥 在对王荣夏的相关
报道中袁购彩野动线优化冶一词引起
了很多人的关注遥 平心而论袁在以往
关于彩票实体店经营销售方面的大
量相关报道中袁 这一词语出现的频
率非常少遥 那么袁什么是野动线冶袁体
彩实体店进行野动线优化冶又意味着
什么呢钥
动线袁 也叫顾客动线 渊也称为

野客动线冶冤袁一般是指在大型卖场中
被设计出来的顾客的流动路线遥 由
于顾客的流动方向是被有计划地进
行引导袁 因此也有人把顾客动线称
为野顾客导线冶遥 在专业的解释中袁顾
客动线的设计非常灵活袁 要考虑的
因素很多袁没有固定的标准袁比如要
考虑建筑物空间结构和大小尧业态尧
商品品类尧 周边客户群体的消费习
惯等因素遥

看了王荣夏事迹的相关报道袁有
人或许忍不住要问院购彩也有野动线优
化冶钥 真是涨了姿势了袁难道现在的体
彩实体店建设都这么专业了吗钥

从某种意义上说袁 由于店面形
态和空间等方面的限制袁 在当今的
彩票销售实体店中袁 要进行严格意
义上的顾客动线设计袁 难度是非常
大的袁 但这不等于彩票店经营者不
可以运用这种思维方式来引导购彩
者并为其提供更好尧更优尧更有效的
购彩体验遥 所以说袁当我们发现袁在
陕西体彩代销者王荣夏的购彩者
野服务宝典冶中袁居然也野收录冶了野动
线优化冶 这样的专业词汇且付诸了
行动袁 就实在难以按奈对她的刮目
相看遥

这或许说明袁 在体彩实体店的
野面子工程冶中袁具有专业化的思维
和专业化的行动袁是非常重要的遥

服务购彩者袁需要这样的野三板
斧冶遥

今天袁 我们一共晒出五组中
奖票袁分别出自三家体彩实体店袁
包括一张大乐透复式投注单尧两
组区域联网单场竞猜渊北单冤足球
投注单尧 一张全国联网单场竞猜
渊竞彩冤足球比分单关倍投票以及
一组竞彩篮球让分胜负 3串 1倍
投票遥五组票中袁单票中奖金额最
高的是大乐透复式票袁 幸运儿独
揽 2.4万元遥

荫图 1 是大乐透复式票袁中
奖 2.4万元袁 出自第 37120体彩
店遥 这位购彩者投注的是 4月 24
日晚开奖的第 21045 期大乐透袁
采用野9+2冶前区复式方式袁投注号
码为前区 01尧02尧04尧06尧07尧08尧
09尧19尧27以及后区 07尧09遥 这组
投注号码中既有连号袁 也有同尾
号袁具有一定的野技术含量冶遥

当晚袁 大乐透开出奖号为前
区 01尧04尧06尧11尧19 以及 07尧09遥
开奖后袁这张复式票命中野4+2冶袁
只错前区一个号袁 憾失头奖要要要
最终收获四等奖 5注尧六等奖 40

注尧八等奖 60 注尧九等奖 21 注袁
单票总揽奖 24005元遥

荫图 2是北单足球胜平负 5
串 1倍投票袁中奖 5732元袁出自
第 37052体彩店遥 这位购彩者选
择单场游戏第 21063期赛程中于
6 月 20 日晚间至次日凌晨进行
的 5 场比赛进行 10 倍的串关投
注院 第 1关是欧洲杯意大利对阵
威尔士渊主队让 1 球冤袁双选 10曰
第 2关是欧洲杯瑞士对阵土耳其
渊主队让 1 球冤袁双选 31曰第 3 关
是挪超莫尔德对阵斯塔贝克 渊主
队让 2球冤袁双选 10曰第 4关是挪
超瓦勒伦加对阵博德闪耀袁 双选
31曰 第 5关是巴西甲的福塔雷萨
对阵弗鲁米嫩塞袁双选 10遥

实战中袁 以上 5场比赛分别
踢成 1 比 0尧3 比 1尧2 比 1尧1 比
1尧1比 1袁 相对应单场 SP值得为
4.15尧3.39尧2.70尧4.32尧2.69遥 最终袁
这位玩家命中了全部 5 场彩果袁
单票擒奖 5732元遥

荫图 3是北单足球胜平负单

关倍投票袁 一人多票揽奖 1079
元袁出自第 37052体彩店遥 这位
购彩者单挑欧洲杯小组赛意大利
对阵威尔士 渊主队让 1球冤 的比
赛袁单选一个野1冶的平局彩果渊SP
值为 4.15冤袁单票投注 50倍袁一共
出手 4张票遥最终袁这位玩家命中
了实战 1比 0 的相对应彩果袁单
票中奖 269 余元袁 四张票总揽
1079元遥

荫图 4是竞彩足球比分单关
倍投票袁 中奖 1200元袁 出自第
37052体彩店遥 这位购彩者选择

的是竞彩足球对阵中于 6 月 19
日晚间进行的欧洲杯小组赛瑞士

对阵土耳其的比赛袁 单选 3 比 1
的比分袁进行 50倍投注遥实战中袁
瑞士正是 3比 1力克对手袁 为这
位彩友送上了 12 倍的竞彩奖金
值袁 经 50 倍投注后袁 单票中奖
1200元遥

荫图 5是竞彩篮球让分胜负
3 串 1 倍投票袁 一人多票中奖
1064元袁 出自第 36262体彩店遥
这位玩家选择 5 月 28 日竞彩篮
球赛程中的 3场美职篮赛事进行

串关袁单票投注 50 倍袁出手两张
票袁全部单选院第 1关是雄鹿对阵
热火渊主队受让 1.5 分冤袁单选负袁
奖金值为 1.81曰 第 2关是太阳对
阵湖人渊主队让 6.5 分冤袁单选胜袁
奖金值为 1.68曰 第 3关是掘金对
阵开拓者渊主队让 3.5 分冤袁单选
负袁奖金值为 1.75遥

实战中袁 这 3场比赛分别打
成 113 比 84尧95 比 109尧120 比
115袁相对应彩果被这位购彩者全
部命中袁单票中奖 532元袁两张票
共揽 1064元遥 姻马丁/文并图

2020 年 8 月 30 日袁王
荣夏经营的体彩店搬迁遥新
店位于陕西省延安市最繁
华的路段遥为给购彩者带去
更优质服务袁 王荣夏决定
野从面子做起冶遥

在装修布局上袁利用醒
目位置突出体彩公益宣传曰
在硬件配置上袁设置免费饮
水尧充电和休息席位等便民
措施曰在购彩流程上袁优化
购彩动线袁 缩短等待时间遥
王荣夏认为袁让购彩者有更
好的体验袁野面子工程冶十分
有必要遥

在体彩发展中袁 一些
野问题购彩者冶 引起了王
荣夏的关注遥 她建立了问
题购彩者档案袁对举债购
彩尧大额购彩等不理性购
彩者进行跟踪并进行沟
通袁细致讲解彩票发行宗
旨袁 引导他们理性购彩遥
有些购彩者提出质疑 院
野彩票不是卖得越多你们
就挣得越多吗袁怎么还来
劝我不要多买钥 冶

当被质疑 野多管闲事冶
的时候袁王荣夏总会耐心解
释院 体彩倡导多人少买袁积
少成多袁并不是买得越多就
中得越多袁 负责任才是根
本遥 经过她的耐心劝解袁不
少问题购彩者回归到了理

性购彩的道路上遥
在王荣夏的体彩店 袁

野诚信经营 优质服务冶的奖
牌十分显眼遥从业十九年以
来袁王荣夏先后被国家体彩
中心尧 陕西省体彩中心尧延
安市体彩管理站评为优秀
代销者袁她经营的实体店多
次荣获全国优秀实体店尧省
级体彩销售突出贡献尧诚信
经营等荣誉遥

今年 4月袁王荣夏当选
野2020体彩追梦人冶袁又收获
了一份沉甸甸的荣誉遥

(宗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