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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

多管齐下 体彩店防疫销售两不误
■记者金海燕报道

疫情之下，遍布全国各地的体彩店，是体彩防疫工作的重中之重。
体彩店一手要抓防疫，坚决避免疫情在店内扩散；一手要抓销量，维护
购彩者资源不流失。双重压力，考验着体彩代销者的经营能力和水平。
疫情期间，多地体彩中心通过发放防疫补贴、提高代销费用等手

段，给予体彩店实打实的帮扶，帮助体彩店渡过难关。与此同时，体彩
店代销者通过不断学习充电，提升自身业务能力和经营水平，让“危
机”成为转机。上下齐心，多管齐下，助推体彩销量平稳上升。

这个寒冬袁新冠肺炎疫情多
点散发袁 在陕西西安尧 河南尧天
津尧江西尧浙江等地均出现了本
地病例遥 1月 15日袁在北京海淀
也发生了 1例确诊病例遥 在疫情
严重地区袁不少体彩实体店停止
营业袁销售遭到重创遥 对此袁多地
体彩推出了帮扶措施袁或一次性
发放防疫补贴袁 或提高代销费
用袁帮助代销者渡过难关遥

在广东袁去年 12月 31日袁广
东体彩官网发布公告袁野经省体育
局尧省财政厅批准袁自 2022年 1
月 1日起袁 全省实体店超级大乐
透游戏代销费调整至 9%袁传统足
彩游戏代销费调整至 8%遥 冶

本报记者以 2021年相关数
据为例计算院 广东体彩大乐透销
量为 43.28亿元袁 传统足彩销量
为 16.9亿元遥 调整后袁大乐透代
销比例提高 1%袁传统足彩代销比
例提高 0.5%袁大乐透游戏部分袁广
东体彩将向代销者额外支付
4328万元代销费曰 传统足彩部
分袁将额外支付 845万元遥两项合
并袁代销者们可以多拿 5173万元
代销费遥 目前广东在售的体彩实
体店有 1.4万余家袁平均每家实体

店年收入增加近 4000元遥
在福建袁 去年 9 月份出现

了疫情袁涉及莆田市尧泉州市尧
厦门市尧漳州市等地遥 根据当地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指挥部

的要求袁4市等地数百家体彩实
体店暂时停止营业遥 实体店收
入大幅减少袁经营压力剧增袁不
少实体店代销者陷入困境遥 对
此袁福建体彩反应迅速袁针对 4
市体彩分中心发布了 叶关于开
展受疫情影响实体店关怀活动
的通知曳袁旨在尽量解决疫情给
实体店带来的困难遥
据了解袁 福建体彩自 2019

年起就开展实体店帮扶活动袁发
放防疫物资补贴遥2021年的帮扶
行动再次野升级冶袁将对疫情期间
实行封控管控管理区域内停止
营业 14 天及以上的实体店袁按
照专营实体店 2500元/个袁 新业
态实体店 1200元/个的标准发放
关怀资金袁总计 87.23万元遥
在江苏袁数据显示袁面对游

戏政策调整和新冠疫情对体彩
实体店销售的影响袁 江苏体彩
去年全年投入 4000 万元专项
经费用于帮扶实体店遥

帮扶政策频出 体彩店渡过难关

疫情期间袁 进入体彩店需
要做好登记尧测量体温等袁在销
售人员不足的情况下袁 难免影
响销售效率遥 精准又便民的防
疫登记袁 对提升体彩店销售工
作效率有着很大的帮助遥

在浙江台州袁为落实浙江省
体彩中心及台州防疫措施袁精准
详实登记访客信息袁同时减轻销
售人员手工登记的繁琐程序袁台
州体彩渠道科与台州码主管部

门及市防疫指挥部联系袁率先为
体彩行业的门店开通畅行码遥 通
过支付宝扫一扫野畅行码冶即可
查看健康码和行程码袁并自动登
记袁使入门登记更方便袁更准确遥
接下去袁台州体彩将在全市体彩
实体店推广启用野畅行码冶登记袁
为每个体彩实体店量身定制野畅
行码冶袁 让体彩实体店防疫登记
更科学尧更便民遥

疫情期间袁人与人之间的直
接接触减少袁更多人在购买彩票
时选择微信支付尧支付宝支付等

手机支付手段袁 而不再使用现
金遥 丰富电子支付品种袁为购彩
者提供更加多样的支付手段袁有
利于提升实体店的销售效率遥

在广东深圳袁去年 11月袁深
圳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尧中国银行
深圳市分行尧银联商务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分公司签署三方战略
合作协议袁让数字人民币走进深
圳体彩行业遥 这是全国体彩行业
的首创之举袁进一步丰富了数字
人民币的使用场景遥

深圳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主任李少辉表示院野深圳体彩在
全市有 2000余家代销实体店袁
服务上百万购彩者遥 数字人民币
的引入袁能够有力确保实体店代
销者和购彩者的资金安全袁有效
提升实体店的服务质量和购彩
者的购彩体验遥 本次合作既是勇
当先行示范的创新之举袁也是融
合发展的共赢之举袁将推动深圳
体彩行业高质量发展袁促进数字
人民币的全面推广遥 冶

精准防疫登记 丰富支付方式

疫情期间袁一些聚集性的学
习培训活动减少袁体彩代销者如
何加强学习尧 提升业务能力袁成
为一大课题遥 自 2020 年上半年
疫情发生以来袁全国各地体彩中
心均推出了在线培训系统袁让代
销者足不出户袁在家就能获得培
训袁及时获得体彩中心传达各种
通知遥

比如袁在内蒙古袁去年 11月袁
新版野内蒙古体彩学习平台冶上线袁
这里不仅有体彩知识尧 开奖信息尧
赛事资讯等内容袁更新增了丰富有
趣的互动游戏遥 除上线新功能袁新
版学习平台还定期投放活动院开心

顶呱刮 渊11.1-11.9冤尧 天降好礼
渊11.1-11.9冤尧 集卡有礼 渊11.10-
11.30冤尧幸运旋转渊11.6-12.5冤遥所有
用户均可通过闯关答题游戏获取
游戏币袁 使用游戏币参与上述活
动袁随机获取惊喜好礼遥

在浙江 袁2020 年 2 月份以
来袁 浙江体彩专门制定了包括政
策理论尧业务技能尧综合管理尧疫
情防控尧 健身指导五大类袁 共有
96个课程遥 其中国家体育总局体
彩中心下发了前三大类课程袁总
局网站提供了健身指导课程袁浙
江省疾控中心提供了疫情防控知
识袁浙江省中心也专门制作了叶体

彩门店疫情防控指南曳遥
当时袁 浙江体彩中心副主任

应瑾总结了在线培训的效果院野通
过实践证明袁 在线培训可以随时
随地学习袁效率比较高袁中心可以
掌握每个人的学习情况遥 而且学
员可以对课程进行反馈袁 便于以
后开发课程遥 冶

这两年袁 不少省市体彩中心
还开通了抖音号尧微信视频号等袁
提供相关的体彩宣传信息遥 代销
者从这些视频资料上也能学到不
少东西袁不仅如此袁还可通过及时
转发朋友圈尧彩友群等袁拉近与购
彩者的距离遥

强化在线培训 提升代销者业务能力

疫情期间袁 人与人之间的社
交距离拉远袁现场沟通交流减少遥
如何保障店内现有购彩者不流
失袁并获得更多的购彩者资源袁成
为考验代销者经营水平的一大难

题遥一些代销者善用新媒体袁通过
本地直播等手段袁 吸引附近的人
群加入购彩者队伍遥

据叶信息时报曳报道袁广东佛
山有一家网红体彩店袁在 2020上
半年经历了疫情肆虐情况下长时
间彩票休市尧 高频退市等多重压
力下袁仍维持单月销量 12万元以
上的好成绩遥

这家位于佛山南海桂城的
编号 05421 体彩实体店袁面积仅

有 20 平方米袁 代销者谭晓霞外
号野雯冶仙姑袁是佛山体彩的网
红遥 她每天都发体彩公益尧体彩
资讯抖音尧微信朋友圈袁靓丽外
表和甜美的声音让她有众多的

粉丝袁附近很多人都加了她的微
信遥 她的店过去总是门庭若市袁
疫情发生以来袁她也经常忙得不
亦乐乎遥

2020年疫情发生以前袁该店
平均每月销量达 50万元袁经常会
有月销量 70万元的高峰遥尽管受
疫情影响袁 当年 4月份店里销量
仍近 12万元袁野这段时间袁十分感
谢国家尧省尧市体彩中心出台的各
项政策袁 给予体彩店的各种经营

补贴袁 我们店的补贴累计超过 1
万元了袁 帮助我们渡过了彩票停
售五十多天的难关冶 谭晓霞说袁
野我的店是我们家的经济来源袁我
对未来的经营充满信心袁 会更加
用心做好经营和服务袁 让公益体
彩得到更好宣传袁 也让我们的生
活越来越美好和幸福遥 冶

的确袁疫情发生以来袁这两
年不仅是体彩行业袁各行各业都
受到了一定的冲击遥 不过袁在线
教育尧直播带货等领域却得到了
突飞猛进的发展遥 作为代销者袁
及时跟进网络直播领域袁维护老
客户尧吸引新客户袁无疑是一项
明智之举遥

善用新媒体“网红”效应助推销量

疫情期间袁 代销者在思考如
何保销量尧提升销量的同时袁门店
的防疫措施也要到位遥 在一些省
份袁 推出了体彩店简化版防疫的
野口诀冶袁朗朗上口袁帮助代销者和
购彩者做好防疫工作遥

有针对代销者的销售工作
的———

佩戴口罩勤洗手袁 进店之前

测体温袁登记检查健康码袁打开门
窗多通风袁定期消毒勤清洁遥当然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袁 提醒购彩者
保持安全距离袁控制店内客流量遥
按照当地政府疫情防控要求进行

疫情防控宣传遥
也有针对购彩者的安全指

南———
疫情防控袁人人有责遥群防

群控袁从我做起遥 安全购彩袁切
记做到这几点院 购彩前袁 佩戴
口罩并配合测温扫码登记 曰提
前选号袁 尽量减少在店时长遥
购彩时袁和店内人员保持安全
距离袁 尽量使用电子支付 袁避
免直接接触纸币 遥 购彩后 袁迅
速离开 袁减少聚集 袁并及时洗
手消毒遥

牢记防疫“口诀”打造健康销售环境

福建，体彩店开门迎客北京昌平，去年11月受疫情影响临时关停的14家体彩店陆续恢复销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