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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初，为做好“福彩双色
球，每周送汽车”活动的前期准
备工作，从而更好地回馈福彩
购彩者，新乡福彩中心通过采
取投注站培训、多方面宣传等
措施，确保活动的顺利开展。

根据疫情防控要求，新乡
福彩针对投注站开展了分场
培训活动。现场，设立体温检
测、酒精消毒等必要环节，座
位设置拉开安全间隔等；活动
邀请了郑州优秀投注站销售

人员李军老师授课，通过老师
的现场讲解、互动答疑、展示
演示等环节，使广大投注站点
销售人员对本次回馈活动更
加了解，对提高自身素质，推
动福彩发展起到了良好的助
推作用。

此外，新乡福彩还根据情
况，开展宣传工作，让更多人
了解福彩，参与福彩公益事
业，为社会公益和社会福利事
业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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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323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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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与坚持，成就冠军投注站
走访许昌市襄城县41600508福彩投注站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琛星 通讯员 杜朋飞

“红蓝大行家，我来争百佳”，目前全国福彩双色球销售技能擂台赛正火热进行
中。其间，河南省许昌市襄城县41600508福彩投注站脱颖而出，不仅实力摘得双色
球第2020032期全国销量冠军，还拿下擂台赛首周河南省销量、销量增长率双冠军。

据悉，此次全国有16万多个福彩销售场所参赛，为何许昌市该投注站能够名
列前茅，业主在日常经营时又有哪些特色呢？近日，记者进行了走访。

优质服务
拉近与彩民的距离

干净整洁、简单别致，一
进入位于襄城县商业西街附
近的 41600508 投注站，就
有一种舒适的感觉，这也显
示出业主仲进强对福彩事业
的热爱，对彩民的负责与付
出。

20多平方米的投注站
内，两侧摆放有沙发、饮水
机、空调等配套设施；桌子上
摆放着纸、笔、茶叶、水杯等
物品，几盆绿色的盆栽植物
显得格外绿意盎然；墙壁上
整齐地贴着走势图、分析图
表、宣传海报等，营造出温馨
惬意的氛围。

“想要留住彩民，最重
要的是要有优质的服务。”
仲进强说，一个整洁温馨的

环境，一声热情的问候，一
杯热腾腾的香茶，都能拉
近与彩民之间的距离。同
时，仲进强还利用闲暇时
间，根据开奖情况，推荐号
码供彩民参考，长期的选
号、推号，成为不少彩民的
首选参考，也渐渐地成了
投注站特色服务之一。据
仲进强介绍，仅今年上半
年，他的投注站中出的万
元以上大奖就有十个。

勇夺冠军
靠的是用心与坚持

诚信是立业之本，仲
进强也一直坚持这一理
念。“平时不少彩民，由于
忙碌，有时候需要帮助他
们选号投注，这是彩民的
信任，这种信任是通过长

时间打交道和对彩民真诚
的服务，共同建立的。”仲进
强说。

由于彩民的信任，平时
仲进强也组织双色球合买，
每次都能得到不少彩民的青
睐与参与。秉承多人少买的
原则，合买不仅可以分担资
金压力，还能有效降低风险，
提升中奖率，这也是投注站
受欢迎的因素之一。

此次，双色球销售技能
擂台赛伊始，仲进强便积极
参与其中，舒适的环境，优质
的服务，诚信的经营，让他接
连收获好成绩，拿下全国、全
省冠军，同时这也是对仲进
强经营投注站9年的回报。

“总而言之，销售彩票讲究的
是服务和专业相结合，说起
来简单，做起来靠的还是用
心和坚持。”

复式投注，洛阳彩民喜领1024万元
命中双色球头奖，将继续支持福彩公益事业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琛星

5月12日晚，福彩双色
球第2020036期开奖，红球
号码为 07、09、16、22、24、
32，蓝球号码为06。当期开
出头奖 3 注，单注奖金为
1000万元，河南彩民收获其
中1注，出自洛阳市聂潘路
粮 食 局 家 属 院 楼 下
41030154福彩投注站。

开奖后没多久，洛阳双色
球大奖得主刘先生（化名）来
到河南省福彩中心兑奖，现场
分享中奖过程。据了解，刘先
生刚过而立之年，是福彩的忠

实老彩民，平时尤其喜欢购买
双色球，机选或自选号码，单
式、复式等投注，他都喜欢尝
试；有时感觉好了，就会加大
倍数，或者来一组复式号码，
多年来不断收获着购彩乐
趣。“总之，买彩票就是一种娱
乐途径吧，同时还能为公益事
业做贡献，很不错。”

当天是双色球开奖日，
刘先生利用中午的空闲时间
来到投注站，由于感觉不错，
他以原来已选定的心仪号码
为基础，进行修改，最终选定

一组复式“14+1”号码，进行
了投注。付出总有回报，让
他没有想到的是，正是这组
号码，让他命中了双色球第
2020036期头奖，以及其他
奖项，共揽奖金1024万元，
可谓十分好运。

兑奖后，问及刘先生对
奖金的安排，他表示目前除
了改善生活，其他的还没有
更好的计划，会先存起来，慢
慢打算。对于将来，刘先生
说，会继续购买福彩双色球，
支持福彩公益事业。

河南“福彩双色球每周送汽车”
活动正进行
连续9周通过抽奖送出54辆汽车

为回馈广大彩民对福彩
双色球的支持和厚爱，5月18
日起，河南省福彩中心将在全
省范围内开展“福彩双色球，
每周送汽车”活动。其间，凡
购买单张20元(含)以上双色
球彩票，就有机会抽取汽车大
奖，目前活动正在火热进行
中。

此次活动时间为5月18
日至7月19日，共计9周。活
动期间，全省范围内的购彩者
购买当周单张20元（含）以上
双色球彩票，可使用“豫彩通”
APP或“豫彩通”微信小程序，
扫描当周彩票票面右下角二
维码参与抽奖活动。活动以
周为单位，每个活动周的次周
周一为“抽奖日”，在公证人员
监督下，从有效数据中每次抽
取6张彩票，其持有者分别获
得一辆东风风神AX7汽车，
每次共计6名中奖者，抽奖结
果在河南福彩官网、官微公
布。活动共进行9次抽奖，累

计送出汽车54辆。
兑奖阶段，根据中奖者在

“豫彩通”APP或“豫彩通”微
信小程序注册填写的手机号
码，省福彩中心将电话通知中
奖者领奖。同时，根据税法等
规定，中奖者须缴个人偶然所
得税；奖品汽车均为白色，所
有权归中奖者所有，不可折
现，税费、过户、上牌等费用由
中奖者承担。

此外，购彩者在扫码参与
活动时，符合条件的彩票首次
扫描有效，扫描往期彩票以及
重复扫描无效；同时，为保证
奖品兑付顺利，每个开奖周的
次周三为领奖截止日，也就是
说领奖时间为10个自然日，
逾期不领视为自动放弃资格。

福彩双色球，每周送汽
车。这个盛夏，让我们一切相
约双色球，在助力福彩公益事
业的同时，赢取更多好运，参
与汽车抽奖，火热夏季惊喜享
不停。 豫福

新乡福彩
开展投注站培训活动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琛星 通讯员 李明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