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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个黄金路段

福彩“梦想学院”明日起开始报名了！
5万元奖励轻松得 210个黄金路段等你来

明日起（10月18日），重庆福彩“梦想

学院”开始报名啦！不仅有5万元奖金助你

创业，还有210个精选黄金路段。据了解，

此次招生名额共计180个，报完即止。自

1988年，福利彩票正式在重庆发行销售，

迄今已走过30年，全市投注站数量增长至

近4000家，重庆福彩积极为创业者搭建创

业平台，帮助数千人实现创业梦想。

5万元奖励 助你创业
本次重庆福彩的建站优惠政策主要针对

自助投注站和快开投注站。据了解，凡是满足
条件的投注站，将获得一次性奖励，最高可获
得5万元奖金，大大减少了创业投入者的成
本。具体政策如下：

新建或改建自助投注站按标准VI要求进
行形象建设并通过验收,且建站完成后，从开
通销售次月起电脑票连续半年月均销量达10
万元，即可获得5万元硬件建设奖励。

新建或改建快开投注站按标准VI要求进行
形象建设并通过验收，且建站完成后，从开通销
售次月起电脑票连续半年月均销量达4万元。
满足上述条件的，在210个黄金路段新建快开
投注站可获得3.5万元经营奖励，非指定区域
新建快开投注站可获得2万元经营奖励。

210个黄金路段 等你开启
为让创业选址的关键环节更简单、更精

准，福彩中心通过考察人流量、消费能力、商业
体系是否健全、市场潜力如何等多方面因素
后，针对目前投注站市场空白区域精选出210
个黄金路段。具体路段可直接通过扫描本版
刊登的二维码进行浏览，路段区域涵盖渝北
区、北碚区、江北区、沙坪坝区、巴南区、渝中
区、大渡口区、九龙坡区、南岸区、万州区、梁平
区、开州区、璧山区、大足区、合川区、潼南区、
永川区、长寿区、黔江区、涪陵区、綦江区、万盛
经开区、南川区、丰都县、石柱县、秀山县、酉阳
县、彭水县、城口县、巫溪县、垫江县、忠县、云
阳县、奉节县、巫山县。

三种报名方式 报满即止
据了解，本期接受报名的总名额为180人，

其中网络报名名额60人，电话报名名额60人，
福彩公众号报名名额60人。凡年龄18至 55
岁、高中及以上学历、渴望创业的市民均可免
费报名。报名时间从10月18日起，报满即止。

此次“梦想学院”的培训时间为10月27日
（周六全天），培训不收取任何费用，只要培训
完成并通过考核，即可获得建站资格。

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为宗旨，截至
2017年年底，重庆福彩已累积销售福利彩票
422.1亿元，筹集公益金128.5亿元，造福了无数

人。加入重庆福彩，不仅可以获得事业上的成
就感，还可为公益贡献一份力量，每卖出一张彩

票，就有约35%的金额将被纳入福彩公益金。
加入重庆福彩，不仅有创业培训平台带你

入门，还有后期规划陪你蜕变成长。“梦想学
院”提供资深专业老师为你全方位培训，从进
入福彩的适应到对从业人员的发展方向都进
行了规划，力争让从业人员在福彩行业得到最
好的发展，如今已积累出丰富实践经验。

如果你想成为一名福彩站主，拿到福彩的
创业奖励，报名梦想学院并通过考试则是实现
梦想的第一步。

各区域建站咨询电话

区县

渝中区

大渡口

九龙坡区

南岸区

巴南区

北碚区

渝北区

两江新区

江北区

沙坪坝区

江津区

合川区

永川区

长寿区

潼南区

铜梁区

大足区

荣昌区

璧山区

綦江区

联系人

舒佼

王力

姚伟明

鲁松

舒华

陈勇

廖云

简先国

刘杰

刘勇

李忍

高小见

胡昌浩

彭涛

涂红江

游袁

黄霄

联系电话

18723180996

15123003557

13996069925

13650567150

13896918284

13908276414

13527557197

13983413436

19923292203

13594030818

18723373875

15223441103

15683826786

13696418940

19923292235

19923292150

19923292139

区县

万州区

梁平区

城口县

垫江县

忠县

开州区

云阳县

奉节县

巫山县

巫溪县

黔江区

涪陵区

石柱县

秀山县

酉阳县

彭水县

万盛经开区

南川区

丰都县

武隆区

联系人

何远见

谭清文

王云

王治生

袁林军

魏文骏

陶勇

伍成涛

林遥

薛承静

李胜

张成建

赵亮

张易

肖震

张莰蒈

李治国

申傲

李强

联系电话

13098617333

13637778830

13594728189

15808062560

13996502800

18580150888

15823758269

15723013808

15823376483

13635328626

18716891612

15998914223

18623160627

18315232900

18225399699

15922969806

18696614555

13808326404

13709422026

福彩夫妻投注站“起死回生”
从月销量1000元到770000元

第六期第六期““梦想学院梦想学院””培训现场培训现场

福彩自助店福彩自助店

““梦想学院梦想学院””培训现场培训现场

44岁的白尚安，2005年开始从事福彩
事业，十三年来与妻子共同经营投注站。为
人诚信、开朗的他说：“能做到今天，全靠坚
持。”开业之初，该投注站每月销售额只有
1000元；2018年上半年，该投注站销售额
排名重庆第四。

据了解，白尚安的投注站位于梁平区名
豪商贸区28栋朱家面酒楼旁，是一家30平
米左右的快开店。为开好投注站，白尚安每
天都会等“幸运农场”开完最后一期才关门，
平日里从不参加亲朋好友的宴请，日日守在
店中。去年妻子产下二胎，是个女儿，得知
消息后的白尚安激动无比却仍旧守在店中，
那天是上午10点，有一两个彩民正在玩“幸
运农场”。

创业之初
月销量1000元差点放弃福彩事业

回忆起刚卖彩票那一年走过的艰辛，白尚
安坦言，自己当时差点就跟福彩无缘。

2003年，做过装修、厨师、倒卖过服装的白
尚安从外地回到梁平结婚；2005年，放心不下
正在怀孕的妻子，白尚安决定留在梁平经营二
哥的投注站。那会儿二哥在水泥厂上班，二嫂
开了家小馆子，投注站无人管理，见白尚安打算
留在梁平，二哥便对喜欢走到哪彩票买到哪的
他说：“你不是喜欢玩彩票吗？不如你来开吧。”

接过投注站后，白尚安开始犯愁，因投注
站所在区域正处于拆迁回居时期，周边房屋入
住率只有10%，站内整天空荡荡不见人影，首
月月底统计销售额，凄惨到只有1000元。每
天抓着头琢磨怎么开发客源的白尚安想不出
其他办法，最后采用了最传统的方式，抱着一

大捆传单在马路上沿街发放，看见正在装修的
房子，就进去和人攀谈。

然收效甚微，通过一年努力，销售额并未起
色，白尚安开始心生放弃之心。某天夜里对妻子
说到：“要不然，转让吧。”妻子点点头表示同意。

人生转折
老人徒步几十公里致谢投注站

就在白尚安决定放弃之时，命运的转折却
突然出现，不仅让白尚安打消了转让投注站的
想法，还让白尚安因作为一名福彩工作人员而
心生自豪。

2006年，重庆福彩开展公益项目“福彩助
学”活动，该项目通过投注站得到大力宣传。
白尚安那时也热情地拿着宣传单，跑到梁平区

各个高中，向学校师生发放，后来共有十几二
十个学生来投注站申请，其中八九人申请成
功。看着贫困学子领取到助学金，实现了自己
的大学梦，白尚安心生感动，想着自己虽然生
意不好，但做福彩能帮助到别人，一股自豪感
便油然而生。

犹豫之间，一位老人的来访，彻底坚定了
白尚安决心将福彩事业干到底的想法。

老人是“福彩助学”受助者中一位少年的奶
奶，得知孙子“福彩助学”申请成功，奶奶为表示
感激，决定背着一筐鸡蛋和农产品来梁平城里
亲自向白尚安道谢。镇子离梁平区几十公里，
生活节俭舍不得花钱坐车的老人选择徒步而
来，进了城，不知晓投注站在哪儿，老人到处向
人打听，最后好不容易才找到白尚安的投注站。

看着老人挚诚握着自己的双手，白尚安心

中热流涌过，决定从此以后一定要把投注站开
好，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发愤图强
半年销售额终于突破466万元

重新振作的白尚安开启斗士模式，认真探
寻投注站销量不好的原因，反思别人都能做好
的事情凭什么自己做不好。不服输的他，在
2006年年底开始走上自己的福彩奋斗之路。

首先，白尚安开始努力研究各种彩票的玩
法和技巧，积极参加中心开展的培训。在完成
这一阶段学习后，便自费去外面向那些做得好
的投注站取经。在区经理的建议下，白尚安分
别前往了万州，考察了当地做得最好的五、六
家投注站；后又前往重庆，考察了三、四家投注
站；最后听说垫江的投注站做得很好，便继续
前往垫江进行了考察。

通过学习别人是如何经营投注站的，如何
与彩民沟通的，受益良多的白尚安回到梁平
后，当即对店内进行了大清洗和重新布置。将
不怎么雅观舒适的桌椅板凳全部换成新的，还
购买了电脑和打印机。平时自己勤加浏览各
种彩票网站，收集优秀资料打印出来放在店
里。变得规范的投注站，开始引起人们的注
意，每天都会有人好奇走进来看看或坐坐，并
主动向白尚安询问彩票的玩法。

通过学习改良后，投注站终于有了起色，
销售额逐步提升，2007年，月销售额突破两万
元。就这样，一步一步，白尚安坚持了十多年，
终于把当初那个月销售额只有1000元的投注
站做到2018年上半年销售额466万元（平均月
销售额770000元）的优秀投注站。看着如今
投注站越来越好，白尚安乐呵呵说到：“我们是
夫妻店，两口子在一起，有劲一起使，有问题一
起解决，再辛苦也甜蜜。为了生活为了理想，
一起加油！”

站主白尚安全家福站主白尚安全家福

投注站大小投注站大小3030平米左右平米左右

投注站门头投注站门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