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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西安 02098体彩店代销者赵元鹏———

户外销售需要精心准备与周到服务

25万 10万

六位幸运儿玩顶呱刮获眷顾
体彩顶呱刮即开即兑，简单易上手，一直备受购彩者喜爱，顶呱刮中奖故事也在各地每

天上演。近日，对顶呱刮情有独钟的江苏昆山购彩者中“绿翡翠”25万；江苏常州购彩者餐后
逛街时，随手刮“十倍幸运”中奖 25万；浙江杭州购彩者下班后，为放松心情玩“十倍幸运”，
中奖 25万；山东聊城购彩者散步时碰运气，中“万里长城”10万；河南新乡购彩者心动于“万
里长城”活动，随手刮，中奖 10万；山东济宁小宋收到生日礼物“甜蜜蜜”，中奖 1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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碰碰运气 中“万里长城”10万

近日袁 江苏常州购彩者
李女士中得了经典票种 野十
倍幸运冶25万元大奖遥

据李女士介绍袁6 月 2
日晚袁她和朋友用餐后逛街袁
路过体彩店时走进去选购即
开票袁 看到柜台内有最后 3
张野十倍幸运冶就都要了遥 前
2张都刮出了 10元奖金袁她
还夸自己运气真好袁2 张都
中了遥 刮到第 3张彩票的第
2行号码时袁 出现了与中奖

号码一致的数字野36冶袁她刮
开后面的奖金袁 一下子没能
数清楚到底中了多少袁 和朋
友仔细看了好几遍才确定自
己中了 25万元大奖遥
李女士表示袁 平常她就

喜欢买顶呱刮即开票袁 因为
它即开即兑简便快捷袁 这次
中 25 万元大奖让她激动了
很久遥至于奖金袁她还没想好
要怎么用袁 准备先存起来慢
慢计划遥

6月 14日袁浙江杭州购
彩者刘先生喜笑颜开地到浙
江省体彩中心袁 领取了自己
的野十倍幸运冶25万元大奖遥

刘先生是位 野90后冶年
轻购彩者袁 平时接触最多的
就是体彩顶呱刮即开票袁野十
倍幸运冶 也是他非常熟悉的
票种之一遥 来杭州工作不久
的他袁 时不时就会在下班回
家的路上走进体彩实体店袁
来一张即开票刮一刮袁 放松
心情遥

当天袁 刘先生也和往
常一样走进体彩实体店 袁

面对琳琅满目的即开票 袁
他一眼相中野十倍幸运冶这
位老朋友遥 买了几张袁刮了
没一会袁 他便惊喜地发现
自己中奖了袁 还是最高奖
金 25 万元遥

10元投入收获 25 万元
好运袁刘先生直呼野太幸运冶遥
野以前没中过什么大奖袁这次
真是给了我一个惊喜袁 肯定
是个好兆头遥 冶刘先生表示袁
今后会继续支持体彩公益事

业袁希望之后能好运多多袁再
次到省体彩中心感受领奖的

喜悦遥

近日袁山东聊城的幸运购彩者谢
女士现身市体彩中心领取了顶呱刮

野万里长城冶即开票 10万元大奖遥
据谢女士介绍袁 中奖当晚天气闷

热袁她便出门溜达袁路过家附近的体彩
店时决定进店买几张彩票碰碰运气遥
一进店袁销售员热情地进行了招待袁谢
女士原来就购买过顶呱刮即开票袁对
其即开即中即兑的属性非常热爱袁在
一众票种中袁她一眼就对面值 30元的
野万里长城冶来了电遥 她说院野金黄色的
龙盘旋在万里长城袁 气吞山河的气势
特别霸气袁令人莫名地喜欢遥 冶于是买
了几张刮起来袁本来只想着碰碰运气袁
没想到刮开第 1张就中了 100元遥 她
想着是不是有更好的手气袁 边继续开
刮袁 刮到第 3张的时候又中了 50元遥
刮第 5张袁幸运女神就降临了遥

野当时看到票面上呈现出了与中
奖号码相同的数字耶10爷袁下面的奖金
显示为 10万袁我是又惊又喜袁反反复
复确认了好几遍袁才相信自己真的中
了 10万元大奖遥 冶谢女士激动地说遥

提到奖金使用规划袁 谢女士说
10万元对于自己来说是一笔不小的

金额袁先叫着家人庆祝一番袁再改善
改善生活遥 并表示袁自己以后会继续
支持体彩袁支持公益事业袁支持带给
自己好运的顶呱刮遥

近日袁一对小夫妻在朋友的陪同
下来到山东体彩济宁分中心袁领走了
10万元大奖遥

据了解袁中奖当天正值中奖者小
宋的生日袁妻子小马想为他准备一份
惊喜袁她说院野我老公为我们这个小家
付出了很多袁他过生日了袁我想给他
制造点仪式感遥冶她买了几枝鲜花袁又
在体彩投注站选了十几张 5元面值
的野甜蜜蜜冶袁自己动手为老公野私人
订制冶了一个爱心花束遥

野我们俩并不常买彩票袁只是想为
他的生日助助兴袁当时我看中了这款票
的名字和票面设计袁就选了几张遥冶小马
回忆说袁野当天晚上把花交到他手里的
时候袁他显得有些意外袁刮出大奖之后袁
他更是笑得合不拢嘴了遥 冶

面对从天而降的大奖袁小两口一
致表示要妥善安排袁目前打算把奖金
拿来还车贷袁缓解一下压力遥

渊李玲冤

近日袁 陕西体彩西安销售三
站指导代销者展开晚 8点后顶呱
刮户外销售工作遥每晚 8点袁西安
市北三环外汉都新苑的广场上袁
02098体彩实体店代销者赵元鹏
便支好帐篷袁摆好桌椅板凳袁将各
式顶呱刮彩票摆放完毕袁 开始叫
卖起来遥 不少下班路过的人在视

觉和听觉的双重感染下袁 上前一
试身手遥

至于收获袁 赵元鹏说院野顶呱
刮走到店外袁 改变了原有的销售
模式之后收获了好多新顾客袁拓
宽了原有的购彩群体袁 也带动了
店内电彩的销量遥 冶

问及顶呱刮户外销售经验袁

赵元鹏介绍袁户外销售时袁他会提
前做好相应的准备遥例如袁在桌下
放好废票箱袁 用于存放顶呱刮废
票曰摆放好足够的刮板袁方便人多
时使用曰 最重要的是会将眼下有
活动或者主打的顶呱刮票靠前
放袁 摆放在顾客一眼就能看到的
地方遥

野让顾客有愉快的购票体验
是我售票的关键遥 冶赵元鹏介绍袁
热情接待尧耐心答疑解惑尧提供周
到的服务是自己的基本功遥

另外袁赵元鹏认为袁要卖好顶
呱刮即开票首先得让购彩者知道
它尧了解它遥 他会利用闲暇时间将
顶呱刮即开票的各项活动尧中奖规

则尧中奖方式尧大奖设置等进行归
类袁销售过程中积极为顾客介绍遥

如今袁 虽然赵元鹏只是经营
了一年体彩实体店的新代销者袁
但积极的变通让他已逐渐走出店

面周围人流量较少的困境袁 为自
己的经营之路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遥 渊韩晓阳冤

餐后逛街 中“十倍幸运”25万

休闲解压 中“十倍幸运”25万

6月 24日袁位于江苏昆
山巴城镇的 05469体彩实体
店传出喜讯袁 一位购彩者花
60 元袁刮中体彩顶呱刮野绿
翡翠冶一等奖袁收获奖金 25
万元遥

6月 24日下午袁年轻小
伙儿小何现身昆山体彩兑奖
大厅袁开开心心领取了该 25
万元奖金遥据了解袁小何购彩
多年袁 对体彩即开型游戏玩
法情有独钟袁 多年来小奖不
断袁 不过能中大奖还是头一
次遥 小何回忆袁购彩当天袁他
在体彩实体店随机买了 5张

票袁合计 60元袁当刮到其中
第 3张时袁便刮出了大奖遥

野当刮出与中奖号码相
同的数字耶28爷时袁我以为只
是刮中了小奖袁 随着中奖金
额逐渐刮开袁 我一数竟然高
达 25万袁没想到我的运气能
这么好遥 冶小何激动地说遥

关于奖金的使用计划袁
小何表示先存起来袁 好好规
划规划遥他说袁自己今后还是
不会改变购彩习惯袁 小额投
入袁细水长流地坚持袁期待幸
运再次降临遥

随机购买 中“绿翡翠”25万

活动尝鲜 中“万里长城”10万
6 月 14 日上午袁一位野90 后冶女

子与爱人一起到河南体彩新乡分中

心兑奖遥中奖彩票是近期推出的体彩
顶呱刮野万里长城冶新票袁中得奖金
10万元遥

据中奖者介绍袁6 月 13 日她路
过新乡 10028体彩实体店袁看到体彩
顶呱刮野万里长城冶新票促销活动正
在进行中袁 于是就买了一些开始刮袁

没想到才刮几张就中出二等奖 10万
元遥

这张中奖彩票游戏二中出现了

标志袁直接中奖 1万元遥游戏三
中袁 有 4个号码和中奖号码相同袁分
别中奖 1万元遥 更难得的是袁她刮出
了 标志袁 中得该标志下方 1万元
金额的 5倍遥 兼中兼得袁她累计获奖
10万元遥

生日助兴 中“甜蜜蜜”10万

山东济宁小宋的中奖票

浙江杭州刘先生的中奖票

江苏常州李女士的中奖票

江苏昆山小何的中奖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