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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星彩 500万飞入莆田涵江江口镇

“一带一路，抱团取暖”系列报道———厦门站

不忘初心互帮衬 资源共享点带面
不忘初心互帮衬袁 资源共享

点带面遥 这是厦门联盟成立时的
理念遥几年来袁以厦门 96431站点
业主林同文为首的厦门竞彩联

盟袁自始至终坚持这一理念袁让厦
门竞彩联盟成为了当地竞彩店坚
强的后盾遥

竞彩上市之初袁 由于对软硬
件要求都很高袁 不少业主望而生
畏遥如果这样下去袁与国际接轨的
竞彩市场便无法打开遥 2010年袁
在林同文的倡议下袁 厦门体彩业
主自发组织前往台湾对竞彩进行
实地考察袁 在亲眼目睹宝岛彩票
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后袁 他们认识
到袁发展竞彩市场袁业主就要拧成
一股绳袁 于是成立了厦门竞彩联
盟遥该联盟从成立时的 7家站点袁
已壮大到现在 28家竞彩店参与遥

为打造竞彩品牌与形象袁做
大做强厦门竞彩市场袁 作为联盟
成员袁28家竞彩店业主相继参与
到各媒体平台推荐袁 如福建经济
广播电台竞彩玩玩赚节目尧 福建
电视台体育频道玩转竞彩节目尧
福建体彩网 2 串 1 实票擂台赛
等遥由于推荐的命中率不错袁厦门
联盟的名气便迅速提升遥 联盟刚
成立时袁 成员自掏腰包做了大量

宣传促销活动袁 如购买竞彩彩票
送苹果手机尧iPad等袁以此吸引大
批潜在的竞彩客户遥另外袁各竞彩
店还进行了升级改造袁 林同文把
站点按标准店进行了装修袁 并连
续多年被评为全国明星店袁 成为
厦门尧 福建乃至全国竞彩店学习
的楷模遥其他竞彩店如法炮制袁相
继跟进效仿遥

成立竞彩联盟的初衷就是要
通过资源共享尧互帮互助尧以点带
面等模式带动厦门竞彩市场的发

展遥在野负责任的尧多人少买的尧持
续健康的国家彩票冶 思路的指导

下袁联盟成员始终倡导细水长流袁
小投入获大回报袁 因而他们以身
作则袁 把喜欢博高赔高串的彩友
尽可能向低串过关投注方面引
导袁这样不仅降低了风险袁还有效
提升了他们的购彩热情袁 真正实
现了中国体彩 野让快乐和美好发
生冶的品牌核心理念袁同时也让竞
彩之花在厦门健康怒放遥

林同文说袁 厦门竞彩联盟以
微信群为交流渠道袁 不断鼓励大
家袁定期组织成员深入探讨袁研究
售彩营销经验袁抱团取暖袁帮助落
后成员袁搞活竞彩市场袁让更多彩

友了解竞彩尧爱上竞彩袁从而整体
提升厦门竞彩的销量遥
在这一过程中袁 最暖心的事

情发生在厦门竞彩盟成员身

上要要要几年前袁 一位成员业主的
孩子患重病袁 亟须到省外专科医
院治疗袁 如此一来门店短期内将
处在无人经营的状态遥 这不仅会
影响竞彩店正常的经营袁 而且对
急需大量医疗费的业主来说袁无
疑是沉重的打击袁 此外客源的流
失更有可能让其多年的苦心经营

付之东流遥 这急坏了联盟的成员
们遥 后来袁联盟讨论应急措施袁成
立了轮流值班小组袁 义务帮忙轮
流看店袁直到招到合适的销售员遥

联盟成员的举动真正践行了公益
体彩的宗旨袁 此事深深感动了这
位成员业主袁 同时也让整个联盟
史无前例地团结遥

对于竞彩事业未来的发展方
向袁成员业主们的思想高度统一院
必须要引入高学历高素质的人
才袁 以改革为主线袁 以创新为动
力袁 带动整个竞彩事业实现可持
续发展遥为此袁他们还深入厦门各
高校袁计划组织野大学生 5人足球
赛冶袁通过足球这一载体袁不断影
响有志于竞彩事业发展的优秀人
才袁 为壮大竞彩联盟组织打下坚
实基础遥

（陈珍）

厦门竞彩联盟部分成员合影

两个多月前袁 一个平凡的秋
夜袁 因体彩 7星彩 500万元一等
奖驾临袁 让福建彩市上空流光溢
彩袁 尤其中奖地要要要著名侨乡莆

田涵江江口镇要要要更显得星光灿
烂遥 9月 12日晚开奖的 7星彩第
17017期袁 该镇石庭东路 1102号
60255站点被这注 7星彩 500万
元拨动了心弦遥这是近年来袁江口
镇彩友第二次品味体彩 500万元
大奖的幸福滋味遥 下面就让我们
一同去往这家中得 7星彩 500万

元一等奖的旺站一探究竟遥
百万大奖由来已久
据江口镇 60255站点销售员

李女士说袁 这个站点注定与 500
万元巨奖有缘分遥 该站点建立不
久袁 镇上的彩友便幸运揽获体彩
36 选 7 特等奖 500 万元遥 那是
2011年 1月 4日晚袁体彩 36选 7
第 11002期遥 当期爆出 1注 500
万元特等奖袁 这注特等奖刚好落
入江口镇彩友的口袋袁 那张中奖
彩票是一张 5注 10元的单式票袁

这也是 2011 年 36 选 7 首注 500
万元特等奖遥当时袁这注 500万元
大奖的降临袁 从根本上改变了当
地彩友对体彩大奖的质疑袁 更让
公益体彩走进更多彩友心中遥 回
忆起那注大奖袁 李女士不禁心驰
神往袁她说当时 36选 7特等奖中
出后非常轰动袁 整个镇子仿佛沉
醉在快乐节日之中遥 她所在的站
点那时是一家新站袁 才为镇上彩
友服务几个月遥 野当时我就想袁站
点刚开张不久袁 镇上就有人中得
500万元袁 这是否预示着未来我
所在的站点也能中个 500万钥 冶李
女士回忆道遥

多种奖项蜂拥而至
一年又一年袁 虽然李女士的

500万元畅想一时间没有实现袁可
成千上万元的奖项却蜂拥而
至要要要2015 年 9 月 26 日体彩大
乐透第 15112期袁该站中得 8.35万
元二等奖曰去年该站一彩友一期收
获 11选 5前三直选 8万元曰 同时
该站彩友还刮中过顶呱刮 3万元

超值大奖以及 36选 7一等奖上万
元遥 几千元的超值奖比比皆是袁仅
22选 5特等奖就有 5次遥 此外袁竞
彩的奖项也数不胜数遥

由此可见袁李女士经营的这家
站点人气和财气相当不错袁只是当
时百万元大奖还没有光临遥
“七年之痒”一中了之
坚持就有回报袁恒心总能创造

神奇遥 李女士笑着说院野经营站点
后袁一下子就感觉时间变少了遥 现
在每天早上 6点多便开门袁直到晚
上 12点才关门袁 周六周日闭店的
时间更晚袁感觉自己都被站点绑住
了袁哪儿也去不了遥 冶感觉虽然如
此袁但能与彩友融洽相处袁倒也是
一件乐事遥为了更好地兼顾生意与
家庭袁 李女士还把家搬到了站点遥
500万元大奖能降临实属不易袁她
表示院野开出 500万元是对我最大
的安慰袁整个人都轻松了袁怎么说
呢钥 不负我苦心经营吧浴 冶

中出 500万元大奖后袁 周边
的彩友几乎都知道了这个令人激

动的消息袁很多人慕名而来袁买上
一注彩票袁 希望能在这个宝地成
就一段幸运遥李女士乐呵呵地说院
野中奖横幅挂出来后袁来往的人都
能看到袁站点的影响力更大了遥我
们肯定会越卖越好袁 也一定会中
出更多大奖遥 冶

江口镇的彩友们也正在张开
热情的双臂袁 期待下一个体彩大
奖降临浴 （金嵌 翁羽）

打出 7 星彩一等
奖彩票的销售员

悬条幅喜迎 星
彩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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