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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排列三（青海省）
第19259期开奖公告

开奖日期：2019年9月23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17413064元，本省（区、
市）销售金额：80982元
本期开奖号码：4 3 2

投注方式

直选

组选3

组选6

689498.96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11月22日

全国中奖注数

8687注

0注

23572注

本地中奖注数

46注

0注

130注

单注奖金

1040元

346元

173元

★彩票开奖★

全国联网体育彩票“排列五”

开奖日期：2019年9月23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10698500元
本期开奖号码：4 3 2 2 7

本期中奖情况(第19259期）

奖等

一等奖

328293878.24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11月22日

中奖注数

21注

每注奖金

100000元

应派奖金合计

2100000元

全国联网体育彩票“大乐透”

开奖日期：2019年9月23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278838967元
前区 06 15 20 23 27
后区 08 10

本期中奖情况(第19111期）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七等奖

八等奖

九等奖

2773019554.68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11月22日

基本

追加

基本

追加

中奖注数

4注

0注

91注

23注

210注

771注

15408注

23206注

34832注

685909注

7159555注

每注奖金
（元）

10000000

——

523219

418575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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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100

15

5

应派奖金合
计（元）

40000000

0

47612929

9627225

2100000

2313000

4622400

4641200

3483200

10288635

35797775

诚心——保一方平安

诚实守信，是销售人员的准则，对于
体彩销售者来讲，也不例外。25 年来，体
彩行业涌现出众多以诚心对待购彩者的
销售人员，他们把中奖彩票、遗失物品及
时归还给购彩者。他们不贪、不占，为购
彩者保一方平安。

江西的涂传花是“体彩追梦人”的获
奖者，她经常为购彩者保管彩票，其中一
张中得 529 万元大奖后，她及时通知并归
还给中奖者。平时，涂传花经常捡到购彩
者落下的手机、钱包等贵重物品，她要么
及时还给失主，要么妥善保管等失主回来
认领。她表示，“有人说我傻，面对 500 多
万元，竟然没动心。我认为，别人的彩票
不能占为己有，人家是信任我才让我保管
的，如果我私自兑了奖，会一辈子心不安
的。”

重庆体彩业主何晓兵也是“体彩追梦
人”的获奖者。2018 年 8 月的一天，80 岁
的叶先生买了一张竞彩彩票，一个小伙子
跟着他打了一张。叶先生因看错比赛结
果，把彩票撕掉扔了。看到小伙子来兑奖
后，何晓兵提醒叶先生中了奖。叶先生赶
紧把撕碎的彩票找出来，何晓兵将碎片一
块块拼好，用输入序列号和密码的方式为
叶先生兑了 3.8万元奖金。

像涂传花、何晓兵这样的体彩销售人
员，在全国还有很多。他们用自己的诚
心，为购彩者保一方平安，也为自己创造
了越来越好的销售业绩，成为体彩行业的
领军者。

耐心——不怕被误解

体育彩票在我国统一上市发行仅有
25年的时间，虽然购彩者的群体在不断扩
大中，但是总体来说，购彩者占全国人口
的比例与彩票发达国家相比仍不算高。
这就要求体彩销售者在工作中保持足够
的耐心，对有兴趣的潜在客户耐心讲解。

获得“体彩追梦人”称号的新疆体彩
代销者翟英就是这样一个有耐心的销售
者。她从 2001 年开始从事体育彩票代销
工作，2008年即开型体育彩票顶呱刮上市
后，为了铺开销售卖场，她走街串巷做起
宣传工作。7 个乡、2 个镇、8 个街道办、
755 平方公里……“那时候我背着装满各
种顶呱刮彩票的书包，独自行走在伊宁市
的各个街道、公园、商店……从早到晚，见
人就给他们介绍。”

刚开始，人们对顶呱刮并不了解，甚
至还有误解，费劲口舌讲解后被人轰出来
是常有的事。面对困难，翟英没有退缩，
而是抱着更大的耐心坚持工作。如今，她
的销售点和小卖场已有 50多个，事业越做
越大。

其实，销售体彩和销售其他产品是一
样的，都要让对方了解产品，进而对产品
感兴趣。对于没有购彩经历的购彩者，很
多销售人员建议他们先尝试一下即买即
开即兑的顶呱刮，进而用生日号、亲情号
等买几注排列 3、排列 5、大乐透，再接下来
可 以 尝 试 一 下 技 术 含 量 更 高 的 竞 猜 游
戏。销售者有耐心，购买者才放心，毕竟
买一件产品，要对它有全面的了解，才能
决定买还是不买。

知心——了解客户心理

记住老顾客的投注习惯，很多体彩销
售者都做到了。购彩者一进门，就知道他
们要打什么彩票，怎么打。遇到不理智购
彩者，及时劝阻。

重庆体彩业主何晓兵能站在购彩者的
立场上想问题。一次，一位购彩者刚刚发

了工资，准备打 500元的大乐透彩票，何晓
兵说：“理性购彩就是要理性，现在有钱
了，要节约点花，先给你打 5注吧。”还有一
次，一名醉酒者要打 1万元的竞彩，也被他
及时制止了，酒醒后，这名购彩者专门来
店里感谢他。

像这样购彩者想“多买点”，何晓兵劝
“少卖点”的事情时常发生。何晓兵认为：
“彩票是一种娱乐和公益行为，不管中奖
与否，都应该以平常心对待。对于非理性
购彩行为，代销者加以劝阻，这不仅是对
购彩者负责，也是对体育彩票的品牌形象
负责。”

知心，可以理解为知道购彩者的心
理，知道他们的购彩习惯，知道他们的承
受能力，遇到非正常投注的情况，及时劝
阻，等购彩者冷静下来，不但不会生气，反
而会感谢销售人员。就像上面提到的那
名醉酒者，如果销售人员把彩票卖给他，
等他酒醒了，很有可能会来店里闹事，造
成不必要的麻烦。

不做超常规的事，不为一时的利益丧
失原则，很多体彩销售者就是这样赢得固
定客户的。

专心——提高业务水平

25 年来，体育彩票从单一的即开票，
到乐透型、竞猜型俱全，游戏玩法种类不
断增加，这就要求销售人员具有较强的专
业知识，并且不断学习、与时俱进。专心，
是指有一颗专业的心，对体彩的所有玩法
精通，为购彩者提供专业的服务。

“立足平凡岗位，刻苦钻研业务”，是
贵州铜仁体彩工作站对业主刘恩祥的评
价。刘恩祥也是 25 位“体彩追梦人”之
一。2010 年 6 月，刘恩祥申请开设铜仁市
第一家竞彩形象店，目前已成为贵州省唯
一的全国“五星级网点”。

刘恩祥极为强调细节，首先会认真分
析每天的竞猜赛程，提取出重点推荐和风
险规避场次，供购彩者参考。在日常的工
作和生活中，他通过参加专业知识培训和
自学相结合的方式，对竞彩专业和辅助性
知识进行深入研究和学习。当遇上新玩
法上市时，他都会向专业人员虚心请教，
并且对照分析，融会贯通，举一反三，从而
积累了大量的实战经验。

竞彩因具有较高的技术含量，需要销
售人员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不断提高
业务水平。有的人是因为喜欢竞猜，从而
开店成为销售者的；有的人是从一窍不
通，硬逼着自己学习的。虽然他们的起点
不同，但都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购彩
者眼中的专家。

拥有一颗专业的心，让他们成为体彩
销售领域的佼佼者，不仅为自己创造了更
多财富，也为购彩者提供了更多服务。

恒心——牺牲休息时间

销售体育彩票和卖其他产品一样，需
要坚持、需要一份恒心。三心二意、三天
打渔两天晒网，是卖不好任何一件产品
的。在体彩代销者中，有很多是经营十几
年甚至二十多年的老体彩人，他们对体彩
销售工作保持着一颗恒心。

黑龙江的赵晓红也于 2007 年加入体
彩事业，她获得了“体彩追梦人”称号。
2008 年，顶呱刮上市时，为了做好销售工
作，她动了不少脑子，在严格按照体彩中
心的要求做好备票、新票和中奖展示的同
时，还进行户外销售；根据当地的实际情
况在车站、集市等人员密集的地点支起大
伞，挂上打印好的条幅进行宣传与销售；
积极主动推荐，把中奖的彩票整理起来粘
贴在展示图版上，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

吸引购彩者尝试刮票。正是这份用心和
坚持，多年来，在她的不懈努力下，赵晓红
的实体店的即开票销量在当地始终名列
前茅，她的 28418 体彩实体店也被评为五
星级网点。

很多销售体彩十年、二十年的代销者
有一个共同点，严守销售时间，只要购彩
者来到店里，店门一定是开的，保持大家
能及时买到彩票。别小看店门开着，这能
让购彩者有一份安全感，也体现了销售者
做好体彩销售工作的恒心。为此，他们每
天提早开门，等所有购彩者离开后再关
门，牺牲了更多自己的休息时间。

细心——为粗心者保驾

体彩销售工作具有时间长、强度大等
特点，有的店只有一名销售员，能做到打
票不出错已属不易。不过，有很多销售人
员在工作中投入更多的细心，让购彩者避
免不必要的损失。

获得“体彩追梦人”称号的山东体彩
销售员王伟，多次将购彩者看漏的中奖彩
票归还给他们。其中有一次，一位购彩者
因赶时间上班，把一张 25万元中奖彩票当
作废票扔了，王伟习惯性地检查彩票，发
现是一张大奖彩票后，赶紧追出门去，把
中奖彩票交到购彩者手中。而他自己是
一位白血病患者，每个月都需要一大笔治
疗费。在金钱面前，他选择了用诚心对待
购彩者，也因此获得山东省青岛市文明市
民、劳动模范；第四届山东省诚实守信道
德模范；山东省善行义举四德榜“榜上有
名”先模人物；第四届全国诚实守信道德
模范提名等荣誉。

像王伟这样把检查“废票”当作日常
工作的一项内容的销售人员还有很多，尤
其是即开票，具有新票多、玩法多、中奖条
件多等特点，很多粗心的购彩者在没弄明
白中奖条件的情况下，时常把中奖票当作
废票扔掉。销售人员及时或定期检查“废
票”，还出现过根据监控找寻中奖者并归
还彩票的情况。

体彩销售者的这份细心，给购彩者带
去了大奖的喜悦和对体彩的信任。

爱心——做好“分外事”

在体彩销售者中，有爱心的人数不胜
数，他们不仅做好销售工作，还做了很多
分外的事，受到周边人的肯定和赞许，也
为责任体彩的建设添砖加瓦。

安徽体彩的代销者万祖洪就是一位
热心的人，她也获得了“体彩追梦人”称
号。2016 年，她和朋友们组成了一支公
益小队，资助山区留守儿童，每年都给孩
子们送去日用品和收集来的旧衣物，一
年至少两次，每次 4 个小时车程。万祖洪
的家附近有家敬老院，她有时间就会去
看看老人们，陪他们聊天。今年 8 月，利
奇马台风来袭，万祖洪所在的村子也是
受灾地区之一，她买来矿泉水和面包，送
到救援人员和受灾群众的手中。她说：

“重活我帮不上忙，这些举手之劳我是可
以做到的。”

另一位“体彩追梦人”房艳也是一位
有爱心的人，她把自己位于江苏省盐城市
毓龙路东关西巷的体彩店打造成“爱心中
转站”，爱心人士送来旧衣物，整理后送到
需要的人手中。为此，房艳还建立了 QQ
群、微信群，坚持每天发布“献爱心、捐棉
衣、送温暖”等信息。十余年来，共有数万
件衣服通过中转站被送到需要者的手中。

万祖洪、房艳等，他们分内事和“分外
事”都做得很好，看似与销售工作无关的

“分外事”，其实也为他们赢得了好口碑和
旺人气。

实现个人价值 全面服务购彩者

卖好体育彩票 怀揣“七颗心”
如何卖好体育彩票？恐怕是目前全国近 20 万家体彩实体店的业主和销售员共同关心的话

题。2019年8月，国家体彩中心组织评选“体彩追梦人”活动，25名获奖者中，有很多是一线销售人
员，他们用诚心、耐心、知心、专心、恒心、细心、爱心服务购彩者，在实现个人价值的同时，也为购
彩者提供更全面的服务。此外，还有更多没有入围的销售人员，同样用“七颗心”做好体育彩票的
销售和服务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