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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技能·心理·话术

除了“年终奖”还要“讲”什么？
每到辞旧迎新，人们在盘算“年终奖”会发多少的时候，彩站经营者们往往都在心里嘀咕这么一件事：

经营一家彩票店，压力山大……
每一个代销者，心里都会有一本账、一本经。彩票销售实体店的压力，一方面来自于彩站之间的竞争，

一方面来自于房租、水电、员工等成本。若干年前，曾有媒体作过一项关于彩站压力的调查，数据显示，彩站
面临的压力排在前三位的分别为利润低、竞争大、工作时间长。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形势复杂多变，
令上述压力得以叠加。

何以解压？
除了彩票机构要在政策、活动等方面要想方设法帮扶彩站经营者（比如广东体彩去年底出台提升大乐

透和足彩销售代销费比例的举措）之外，彩票实体店代销者以及销售人员也要苦练“内功”。
除了“年终奖”，彩票人还应该讲这些东西。

毫无疑问袁在疫情形势下袁彩
票从业者期待彩票管理机构多多
出台野政策救市冶举措袁是无可厚
非的遥而事实上袁我国在疫情形势
下的彩票野政策救市冶为从业者减
轻了很大压力遥

2020年疫情期间袁全国彩票
实体店受影响较大袁 营收状况一
度陷入低迷遥 为提振彩票市场信
心袁为实体店和代销者提供帮助袁
国家体育总局办公厅和财政部办
公厅于当年 3月 10日发布野关于
阶段性调整体彩发行机构业务费
比例的通知冶袁决定调整当年 1至
4月份渊湖北省为 1至 6月份冤体
育彩票发行机构业务费比例袁用
于提高代销费比例袁提出袁除即开
型游戏业务费由 3.5%调整为 2%
之外袁 其它游戏均由原来的比例
调整为 0袁同时规定袁发行机构业
务费比例调整部分袁 应当用于提
高同一彩票游戏的代销费比例袁
专项支持彩票代销者疫情防控及

补助经营成本遥
疫情形势下袁全国各地省级体

彩中心也曾先后出台提高体彩实体
店代销费比例或直接进行资金补贴
的政策遥野救市冶多措并举袁体现了体
育彩票机构及监管部门竭尽全力维
护代销者利益的良苦用心遥

另一方面袁在野政策救市冶频
频出招之下袁 彩票实体店能否向
阳而行袁 也考验着经营者的综合
水平袁 特别是创新能力遥 在这方
面袁四川体彩曾经做出有益尝试遥

2020 年 3 月 16 日袁 四川省
体彩中心发布 叶关于积极利用网
点延伸和小型户外地推开展即开
型彩票销售的通知曳袁鼓励并推广
代销者进行即开票 野延伸销售冶袁
助力实体店恢复销售遥

在政策驱动下袁野三轮车上的
即开店冶野夜市里的即开店冶野景区
里的即开店冶野跨界即开店冶 等形
态纷纷创新登场袁体彩店代销者尧
销售人员在政策创新中再次寻求

销售手段创新袁努力开拓局面遥延
伸销售袁先有政策引导袁后有代销
者实际行动袁 体彩市场的活力一
下就被激发了出来袁 代销者的主
动性尧创造性也得以施展遥彩票销
售形态丰富了袁 代销者的销售额
水涨船高袁 最终能享受到的代销
费增收补贴自然也会越来越多遥

当时的叶中国体彩报曳评论四
川体彩这一创新举措称袁野这是一
个活脱脱的体彩政策提供钥匙尧
体彩人去耶找锁爷并耶开锁爷的逻辑
循环遥 冶

2022 年 1月 15 日袁 北京新
增报告一例新冠肺炎疫情确诊病
例遥 截至 16日上午袁31省份中已
有 6省 7地报告出现本土奥密克
戎疫情遥在这些地区袁彩票销售面
临严峻考验遥事实上袁不论是在疫
情低风险地区还是中高风险地
区袁彩票销售的技术含量都不低遥
在疫情形势下袁 彩票销售面临的
创新要求更高了遥

彩票实体店的经营是个 野技
术活儿冶袁 经营体彩店不能吃老
本袁需要不断学习袁不断充电袁才
能不断进步袁取得好的业绩遥

自 1994 年全国统一发行以
来袁 我国各级各地体育彩票机构
不断组织开展面向代销者尧 销售
员以及专管员等的彩票专业技能
大赛以及相关评奖活动袁 夯实体
彩销售队伍的专业素质遥近年来袁
北京体彩开展多年的体彩销售员
业务技能大赛广受好评袁 上海体
彩的野体彩之星冶销售员技能大赛
也形成了传统袁此外袁天津体彩的
野金手指冶 彩票行业技能大赛尧广
东韶关体彩的野金手指冶技能比赛
等袁在业界也极具影响力遥

除积极参加培训外袁 主动研

究彩票游戏及相关玩法袁 不断贴
近购彩者心理需求袁 也是彩票销
售从业者的必修课遥比如袁在江西
抚州东乡区 野四星级冶 门店尧第
32015 体彩实体店袁90 后代销者
李阳婷就与爱人张智华组成售彩
野夫妻档冶要要要由于张智华的专业
能力强袁很多购彩者尧特别是竞彩
爱好者都喜欢去其店里遥 张智华
还练就了熟练快速打票的技能袁
能在短时间内完成购彩者的投
注遥 张智华还和购彩者一起分析
球队的野纸面实力冶袁为自己充电遥

野动脑子冶是彩票销售技能的
重要引领遥有媒体报道袁随着彩票
游戏结构的调整袁 即开票市场份
额近两年逐渐走高袁 有些彩站业
主也很快调转方向袁 在即开票上

野大做文章冶遥比如袁陕西宝鸡市第
13307 体彩实体店代销者张斌袁
2019 年 10 月投身体彩行业袁仅
一年间就在 2020 年 9 月获得了
宝鸡市即开销量第三名的好成

绩遥而这袁主要源于他大胆地将传
统销售门店的经营思路用到了顶
呱刮的销售上遥

张斌的销售经验有三院 一是
多库存票袁保障随时供应曰二是讲
诚信袁兑奖及时袁从不拖欠曰三是
做好中奖展示袁 并经常变换中奖
票的游戏品类袁营造野中奖率高冶
的店面氛围遥

任何技能的掌握袁 都离不开
人的努力遥只要是有心人袁只要肯
努力袁 彩票销售技能的提升自然
也是野水到渠成冶的事情遥

要讲开拓创新

四川体彩即开票野延伸销售冶场景

要讲销售技能

野瞧你这人真不会说话遥 冶
野看看人家多会说话遥冶每个人每
天都在说话袁但是会说话和不会
说话袁效果真是天壤之别遥

彩票代销者和销售人员需
要学会售彩野话术冶遥 在野话术冶
中袁野说冶与野不说冶同样重要遥 什
么时候说袁什么时候不说袁有讲
究遥有业内人士曾经总结出一套
售彩野话术冶袁比如院

要要要要经常询问购彩者野您
满意吗冶野你还有什么要求吗冶袁
对于购彩者提出的建议袁要及时
给予反馈并酌情改进或优化遥

要要要在众多顾客为选号争
执不休时袁应当有主见袁及时给
出建设性的建议遥

要要要当购彩者因为未能中

奖而心情低落时袁要从自身经历
以及其它购彩者的经历出发袁通
过讲故事的方式告诉对方袁购彩
不中奖是正常的袁 理性投注尧公
益购彩尧快乐购彩才是应当追求
的袁甚至可以告诉对方袁如果因
为买彩票不开心了袁 可以尝试
野先歇几天冶野给自己一些时间冶遥

要要要要多说这些暖心的话
语院野试试运气冶野谢谢支持冶野有
什么要求袁 请留下电话冶野对不
起袁这个问题我要与中心联系一
下再答复你冶野祝你中奖袁欢迎再
来冶噎噎

要要要不说随心的尧扎心的话
语院野人怎么那么多袁真烦冶野买多
少随你冶野不中奖活该冶野有事儿
找彩票中心去冶噎噎

要讲售彩话术

在社会上袁有人忽视彩票的
公益性和娱乐性袁认为买彩票只
是为了追求中大奖尧 一夜暴富遥
在这种心态支撑下袁难免对购彩
风险视而不见袁很有可能采用非
理性大额投注的方式袁 久而久
之袁一旦不能中奖袁心理预期出
现强烈反差袁错把购买公益彩票
等同于赌博袁不但会诱发个人心
理疾患袁 甚至可能导致家庭危
机尧影响社会稳定遥 一旦这类人
群得到扩大化袁还会出现严重的
社会问题遥

不论是售彩者还是购彩者袁
都需要心理建设遥

必须承认袁 在当前条件下袁
对于大多数从业者而言袁彩票销
售工作是一件野苦差使冶袁工作时
间长袁 购彩事宜繁杂而枯燥袁工
作中的重复性劳动较多袁在一年
中除春节和十一假期之外几乎
没有固定的休息日噎噎经年累
月下来袁也容易滋生心理问题遥

可喜的是袁在这方面袁我国
多地体彩机构在积极行动遥

2021年 9 月袁河南体彩野心
灵驿站冶签约仪式举行遥野心灵驿
站冶将为河南省体彩从业者和购

彩者提供专业心理咨询服务遥在
我国袁由彩票机构设立心理咨询
工作室并不是新鲜事 遥 早在
2012年 2月袁 江苏苏州一家彩
票机构成立了省内首家野彩民心
声站冶袁 通过聘请心理卫生专家
对野问题购彩者冶进行免费心理
辅导袁并提供野上门服务冶遥 2020
年 6月袁浙江省金华体彩成立了
国内首家体彩心理咨询工作室遥

有业内人士指出袁随着责任
彩票建设成为彩票机构的重要
工作方向袁向售彩者和购彩者提
供心理咨询和心理干预是化解

彩票可能带来社会风险的重要
举措袁 同以往单向的宣传相比袁
心理咨询的方式无疑更加精准袁
效果更佳遥

据不完全统计袁截至目前袁我
国已有数十家彩票机构面向代销
者和购彩者设置了服务热线袁而
提供心理咨询就是热线服务项目

之一遥彩票心理咨询服务的出现袁
会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实体店经营
者的后顾之忧袁 为代销者提供强
大野心理后盾冶袁有助于他们在实
际工作中轻装上阵袁 更好地服务
购彩者遥 渊本版撰稿 李明杰冤

要讲心理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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