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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报名方式

网络报名 名额90人
电话报名 名额90人

报完即止
“梦想学院”将为从业人员提供全方

位培训，教授新进从业人员机器使用、彩
种知识、站点运营等基础知识，让从业人
员顺利进入福彩。经营过程中，还对从业
人员不定期开展选号技巧、站点经营培训
和销售员级别培训，提升投注站的综合能
力。

◆报名条件：总名额为180人，其中网
络报名名额 90 人，电话报名名额 90 人。
凡是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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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16日起，报

满即止
培训时间：
5月25日（周六

全天）
网址报名：
mxxy.cqcp.net
电话报名：
023-67508888

创业利好！开福彩店有机会获5万奖励
仅180席虚位以待，明天起开始报名

（一）新建投注站建站奖励
1.新建自助投注站建站奖励。
新建自助投注站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最高可获得5万元建站奖励。按自助投注
站VI标准或中心形象要求进行建设并通
过验收；建站完成后，从开通销售当月起，
自然月电脑票销量达10万元以上；签订经
营承诺书，承诺经营期2年及以上，站点如
在承诺期内撤站，按照未满时间月份数同
比例退还建站奖励。

2.新建（改建）快开投注站建站奖励。
新建（改建）快开投注站同时满足以下

条件，可累计获得最高3万元建站奖励。按
快开投注站VI标准或中心形象要求进行
建设并通过验收；建站完成后，从开通销售
当月起，自然月电脑票销量达5万元以上；
签订经营承诺书，承诺经营期1年及以上，
站点如在承诺期内撤站，按照未满时间月
份数同比例退还建站奖励。

3.新建便利投注站建站奖励。
新建便利投注站同时满足以下条

件，可获得相应金额的建站奖励。按便
利投注站 VI 标准或中心形象要求进行
建设并通过验收；签订经营承诺书，承
诺经营期 1 年及以上，站点如在承诺期
内撤站，按照未满时间月份数同比例退
还建站奖励。新建便利投注站达到奖

励条件后，按照每站按不超过 2000 元
标准给予建站奖励用于便利投注站 VI
物料制作。

（二）新建投注站创业基金
重庆福彩设立 200万元专项创业基

金，为大学生、退役军人、返乡农民工、特困
群体等特定人群自主创业设立福彩投注站
提供特别支持。

新建投注站的这些利好政策别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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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关于“梦想学院”
你想要知道的都在这里了

问：梦想学院是什么？
答：梦想学院是重庆福彩面向社会公

开开展的公益创业培训。
问：培训需要多少钱？
答：梦想学院培训是完全免费的。
问：梦想学院学出来后做什么？
答：梦想学院培训结业后将获得福彩

投注站的建站资格。
问：梦想学院培训的时间多久？
答：梦想学院一共由三个环节组成。

课堂培训——时间为一天，9：00-18:00
结束。基地实习——培训后，学员可选择
在周一至周五任意一天实习，早上9点至
晚上8点结束。在线考试——完成基地
实习后，下周一进行在线考试。考试合格
的成员将直接接受面试，面试成功后可到
市福彩中心领取结业证书，并获得建站资
格。

近几年，福彩专卖店形象不断
升级，越来越舒适的环境、高品质的
服务一次又一次刷新了彩民对彩票
行业的认知。福彩创业也成为了越
来越多人的创业选择。据了解，目
前，我市福彩站点已近4000家，截至
2018年，总销售额超470亿元，筹集
公益金逾145亿元。

明天起，为给广大创业者搭建
梦想平台，重庆福彩“梦想学院”免
费开放180个招生名额，报完即止。
培训之后，获得建站资格的创业者，
重庆福彩还为其准备了5万元创业
奖励等一大波利好政策。

减负担
5万元奖励助创业

开福彩店无需办理工商执照等各类证
件，管理人员还会针对性进行扶持、提升经
营业绩。在这里，奋斗不再是单打独斗。
创业初期，为支持创业者起步，为创业者减
负。重庆福彩对2019年新建的投注站，推
出只要同时满足相关条件，即可累计获得
最高5万元建站补贴的奖励政策。5万元
奖励，相当于为创业者省去了一大笔投入
成本。

针对优秀的创业者，重庆福彩更是配
置了大量利好政策。每年，市福彩中心都

将对从业人员进行级别评定，成为销售师
的站主，每月将获得1500元的奖励。从业
越久，还将获得重庆福彩为老站主准备的

“从业”年限激励金，5年以上，首次可领
1500元奖励，此后每年1000元；10年以
上，首次可领取3000元，此后每年可领取
2000元。

此外，重庆福彩还免收投注站投注机
折旧费，投注机保险费由中心统一缴纳。

添活力
655万元自主营销激励金

如何迅速切入市场，开展有效的营销
活动，一直是创业者们最关心的问题。在
重庆福彩，不仅有丰富的营销案例库可供
站主选择，还每年都有可观的自主营销活
动激励金，与站主们一起分摊营销活动费
用。今年，重庆福彩设立了655万元自主
营销活动激励金。其中，单站单次自主营
销活动费用最高可向市福彩中心申请激励
金2000元，全年累计最高可申请激励金
5000元。

除站主自己开展的营销活动外，福彩
各个彩种游戏，每年也都将有属于自己的
大派奖活动。以双色球为例，去年双色球
大派奖，奖金高达十亿元，掀起彩市狂潮。
这种类型的大型活动，重庆福彩每年都将
提前策划，统一宣传，备好物资。让站主们
在实际经营过程中，省心、省事，有组织、有
目标、有激情。

据悉，为给福彩站主增添活力与动力，
重庆福彩奖励活动层出不穷。今年，还设
有100万元总奖金，用于电脑票销售奖励；
即开票销售奖励获奖名额多达790个，单

站最高可获奖励900元。

易上手
投入小、风险低、操作简单

福彩投注站上手容易、不压货、投入
小、风险低。作为投注站老站主的何伟，如
数家珍般说道：“彩票店，操作简单，坐在机
器前，就能完成出票。在进货上，相比其他
行业，也便利得多。大部分产品是电子票，
少量的即开型彩票只需向分中心打个电
话，就会有人送票过来。”这种方便，何伟坦
承自己从前想都不敢想。2018年，他的投
注站销售总额突破750万元，买下新车的
他，在春节期间带着全家人出游。

代勤松从事福彩行业已有20年。20
年来，不会用电脑的他，学会了用电脑，参
加的培训会，更是不下1000场。2015年，
销量排名江津区前十的他入选为高级销售
员，他表示，“这一切多亏了市福彩中心不
断地教我怎么掌握彩票销售技巧，熟悉机
器操作，选号方法……总之，就是教你怎么
才能卖好彩票!其他行业可不一定有这样的
好事。”

据悉，为方便创业者创业，重庆福彩提
供建站“一站式服务”，为零基础创业者省
掉大量麻烦。从前期的培训、选址、建站，
再到后期的经营，市福彩中心都将提供具
有丰富从业经验的导师进行“一对一帮
扶”。

更值得一提的是，为让创业选址更简
单，重庆福彩还精选出了210个主城商圈、
大型社区等稀缺黄金路段，推荐给创业
者。具体路段可扫描本版刊登的二维码查
看。

福彩自助店 “梦想学院”历届培训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