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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人人给点观点

 

要请求机器，提议你看看我上面的文章 1、首先要有门面房，安徽体彩网。有产权的那种，谋划面

积不能低于10平米。 2、方圆500米内最好没有其他投注站，依据你请求的彩种看，相比看建议。你

看彩票分析家。不能争论 3、万事完备，文章。打114电话扣问本地福彩或体彩大旨，然后去填写一

个请求表等讯息 4、福彩或体彩大旨会派人来调查你的门面房和界限情状，然后决意能否给你机器

5、假使经过的话，让你去交一个机器押金（-不等），安徽福利彩票网。然后就是他们来人帮你讲

一下怎样用，这个轻易多了。建议你看看我下面的文章。基础培训就半小时就会了。看我。 6、此

外还要交一个预付金额，防范有的投注站先打票，但钱不上交，你知道安徽福利彩票网。这样交了

预付款，每天打票的钱就从你的款里扣，扣光了，也不让你出票了，看着安徽福利彩票网。够贼的

吧~防范你打出几十万的票，然后不交钱跑掉了，呵呵 上面我们不绝说请求投注站的精华。面的。

1、假使有体彩或福彩，想知道看看。

 

中国发行管理 　　　　

 

安徽福利彩票网安徽福利彩票时时彩跟重庆福利彩票时时彩的玩法是不是
在请求另外一个彩种，安徽福利彩票网。普通很难批，由于这两彩票从来就是竞赛，安徽福利彩票

网。原来由于两边都想扩张，事实上建议你看看我下面的文章。有的投注站原来曾请求上去两个投

注机，福利彩票。但而今难了哦，由于福彩卖的那么好，怎样会给你请求其他的竞赛彩票机器，所

以纵然你要请求另外一台机器，你看安徽福利彩票网。先藏起来原来的机器。 2、看本地彩票出售

情状，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结果。譬喻北京、上海，安徽福利彩票网。这些所在彩票卖的好

，下面。所以机器也难拿，由于基础是饱和了，所以你要再请求就很难，其实安徽体彩网。必需底

有相干，可能收他人的旧机器，在北京新请求机器要10万，学习安徽体彩网。收他人的机器要看所

在，其实安徽福利彩票网。但最少也要6万以上，想做这行的哥们先看看值不值得投钱。彩票网。但

有地点出售不好，你看安徽体彩网。就好弄了，譬喻江西请求机器就绝顶容易~ 3、所谓的专营店

，安徽。也就是这几年振起的，到武汉都可能看到好多这样的店，安徽福利彩票网。就是只能谋划

繁多彩票品种，谋划面积不低于30平米，还不能让你做其他生意，安徽福利彩票网。譬喻冷饮报纸

等，而且要签合同，必需保证每月能打几多钱。 4、看资源了。假使你有大的搏彩网站在你投注站

出票，那您请求的时刻必定要给福彩大旨或体彩大旨的人看你的资源，譬喻自己谋划一个流量不错

的站点 。以这个站点的出票估计和人气再请求投注站，绝顶之容易，10天就批上去了~ 5、有的彩种

，譬喻中福在线，江苏的开乐彩只能在大旨的大厅卖，私人不能请求，人人就别想了，有的所在可

能请求北京愉逸8，上海通常乐彩票，要依据本地情状而定，反正不容易，你底有钱有所在有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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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在安徽亳州开家福彩和体彩的投注站，但不知程序及要求什么条件，请大家帮帮忙， 最好详细点

，比如店面面积，前期投入，以及如何提成等等，总之越详细越好。谢了！,体育彩票投注站开办条

件： 1、开店条件 以广东省体育彩票管中心辖区为例，申请体彩投注站具体条件如下： ①网点必须

设置坚固、并有安全保障的室内，面临大马路或人流量大的商业区、住宅区，有较宽敞的场地；

②装有程控电话； ③经营面积不得少于15平方米； ④要求新设网点必须与附近原有的网点距离原则

上不少于300～500米； ⑤网点必须远离污染较大的油烟和其它化学用品。 各省市体彩中心对申办投

注站都有具体的要求。如果打算开办体彩投注站，可以到当地体彩中心咨询。 2、市场调查 了解基

本的申办条件以后，下一步应该针对当地的彩票市场做一些调查，从而给自己将要开办的投注站一

个准确的定位。开店者最好在一段时间内，经常逛逛当地的投注站，询问各种彩票的销售情况，了

解当地彩民的心理，或者向比较成功的投注站取经等等，总结有实际意义的经验。 3、选择店址 开

店选址很重要。“投注站选址选得好，你就成功了一半。”有经验的人士都这么说。按照彩票发行

部门的要求，投注站站点之间的距离是300～500米。彩票发行部门之所以要控制这个距离，主要是

因为如果投注站太过密集，就不能保证每个投注站的销量，会造成资源的浪费。 人流量大的地方最

适宜设彩票投注站。根据经验，人流大的地方有工厂区、城乡结合部等等。城乡结合部有大量出租

屋，打工者集中，他们是彩票的重要消费人群。工厂区外地打工者多，他们收入不高，最渴望发财

致富。此外，居民小区、菜市场、公共汽车站、大商场内部或附近等地点人流量都十分集中。广州

市水荫路15号的一家彩票投注站，每月销量高达十几万，原因有两个：一是该投注站周围都是居民

区，因此为其保证了大量固定的彩票消费者；另外，离该投注站100 米处有一个公共汽车站，这个

车站也为它带来了不少顾客。得注意的是，火车站人流量虽也大，却不适宜设彩票投注站，原因是

人群的流动性太大，购买者不多。因此，在选址时要考虑人流量，而且人流量要相对稳定。开店流

程 仍以广东省为例，申请体彩投注站具体程序如下： ①申请人提交的申请应注明要求设立网点的详

细地址，该地点现经营的范围； ②注明设立网点用房性质（即自用或租铺）及经营性质（即申请人

兼营或与他人联营）； ③注明申请人和联系人的联系电话和传呼机号码； ④要求各市彩票中心人员

接受申请网点登记后，派工作人员实地考察该地段，必须在5个工作日内给予是否可行的明确回复；

⑤凡彩票中心认可的地点，业主必须按照彩票中心销售网点装饰要求修饰门面。修饰完毕后，再通

知彩票中心人员检验，检验符合标准，等待彩票中心通知签销售体育彩票合同； ⑥为了有序地安排

开设网点工作，彩票终端机生产周期为15～30天，由于设备生产周期安排问题，需要申请人稍等候

的，彩票中心则要明确具体时间； ⑦签销售体育彩票合同时，网点申请人需带本人身份证、户口簿

、销售体育彩票的书面申请、铺面租赁合同、营业执照副本（上述均需要原件），签合同后需交纳

设备押金（具体以各地标准为准），销售彩票网点的销售费为销售金额的6%。非本市人员需持有本

市户口人员担保； ⑧彩票中心安排时间培训操作人员，操作人员考试合格，即可领取销售终端销售

彩票； ⑨销售网点如三个月内销售量没有达到要求标准，实行末位淘汰制。收回终端机，退回设备

押金，自动解除销售合同。经营阶段 彩票投注站的主要收入来源是销售费。以北京电脑体彩为例

，投注站的销售费是彩票销售额的8%，也就是说，如果投注站一天卖出彩票1000元，那么，这一天

该投注站的毛利就是80元。彩票卖的越多，投注站赚的越多。所以，彩票销售及经营对彩票投注站

至关重要。 1、销售环境 彩票投注站无论是兼营或专营，环境整洁舒适都是最基本的要求。相对来

说，彩票专营店环境较好，但房租、水电等开支也较高。如果投注站地段不佳、销售情况不是很理

想，建议不要专营。 2、销售技巧 彩票销售技巧至关重要，其关键在于销售员。好的销售员要求熟

练操作销售终端机，并做好彩民的参谋，及时让彩民了解相关玩法的信息。另外，销售员还要和管

理部门进行有效沟通，及时了解各种玩法的变化。可以说，一名优秀的销售员是彩票投注站吸引彩



民，取得高销量、稳定销量的基础。 3、服务质量 服务方面，彩票投注站应该切记耐心周到是生财

之道。很多彩票投注站的业主认识到“卖彩也是做生意”，在服务方面不断完善，或者为彩民购彩

出谋划策，或者为彩民提供一个交流的氛围，在服务彩民的同时也取得良好收益。投资分析 如果经

营得当，彩票投注站的收入相当稳定。以北京电脑体彩专营店为例，其投入及产出情况见下表： 前

期投入 押金元 装修费用4000元 宣传费用1000元 流动资金3000元 固定投入 房租2000元/月 水电杂费

400元/月 人工费用600元/月 月营业额元 月利润×8%=6400元 ●纯利3400元/月 开办福彩投注站条件：

一、在所申请彩票投注站的地点有一固定铺面;铺面面积要求在4平米以上;铺面内要求干净整洁。 二

、申请办理彩票投注站的地点与其他彩票投注站的距离,要在500米以上; 三、铺面内要求安装有专线

程控电话,用于取销售特权与传送销售数据,便于联络等; 四、投注站需有一到两名具有初中以上文化

的销售员; 五、办理一个彩票投注站需交纳2．3万元投注设备押金。(注:投注站负责人在结束销售合

同时,将投注设备完好的退回,并结清在销售当中所欠的销售款后,福利彩票中心将如数退回2．3万元

设备押金。) ,彩神通提示你: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便是: 民政局办福彩,体育局办体彩 ,到相关部门咨询

再弄点手续,准备好票子买机器,选好地方,就开业了...... ,一般投注站,的销售提成是.5%-9%(视销售量而

定,获得全国优秀和省级优秀投注站还有奖励) 安徽,请直接与当地民政局的福彩分中心  或体彩分中心

联系....,这个城市应该可以申请..现在有名额..,一万五吧..很简单的.,一、申请投注站的流程精髓 1、首

先要有门面房，有产权的那种，经营面积不能低于10平米。 2、方圆500米内最好没有其他投注站

，根据你申请的彩种看，不能冲突 3、万事具备，打114电话询问当地福彩或体彩中心，然后去填写

一个申请表等消息 4、福彩或体彩中心会派人来视察你的门面房和周围情况，然后决定是否给你机

器 5、如果通过的话，让你去交一个机器押金（5000-不等），如果是北京福彩的快乐8至少要10万

，然后就是他们来人帮你讲一下怎么用，这个简单多了。基本培训就半小时就会了。 6、此外还要

交一个预付金额，防止有的投注站先打票，但钱不上交，这样交了预付款，每天打票的钱就从你的

款里扣，扣光了，也不让你出票了，够贼的吧~防止你打出几十万的票，然后不交钱跑掉了，呵呵

,二、下面我们继续说申请投注站的精髓。 1、如果有体彩或福彩，在申请另外一个彩种，一般很难

批，因为这两彩票本来就是竞争，原来因为双方都想推广，有的投注站原来曾申请下来两个投注机

，但现在难了哦，因为福彩卖的那么好，怎么会给你申请其他的竞争彩票机器，所以即使你要申请

另外一台机器，先藏起来原来的机器。 2、看当地彩票销售情况，比如北京、上海，这些地方彩票

卖的好，所以机器也难拿，因为基本是饱和了，所以你要再申请就很难，必须底有关系，或者收别

人的旧机器，在北京新申请机器要10万，收别人的机器要看地方，但最少也要6万以上，想做这行的

哥们先看看值不值得投钱。但有地点销售不好，就好弄了，比如江西申请机器就非常容易~ 3、所谓

的专营店，也就是这几年兴起的，到武汉都可以看到好多这样的店，就是只能经营单一彩票种类

，经营面积不低于30平米，还不能让你做其他生意，比如冷饮报纸等，而且要签合同，必须保证每

月能打多少钱。 4、有的彩种，比如中福在线，江苏的开乐彩只能在中心的大厅卖，个人不能申请

，大家就别想了，有的地方可以申请北京快乐8，上海时时乐彩票，要根据当地情况而定，反正不容

易，你底有钱有地方有场所。 ,三、总结下经验 一个体彩投注点需要3——4万才能办起来 办理投注

站点需要和当地的体彩发行中心联系,具体的要求是: ,1、地点要确定，附近300-500米要没有体彩站点

，当然要有足够的人流量，不然很难做下去！ ,2、地点确定后，到当地彩票中心申请，带上身份证

即可，由体彩中心对你的地点进行审核。 ,3、审核通过后，开始办理手续，主要是签定合同、开通

电话专线、办理银行帐户等。 ,4、一切办理完成后，领取机器，2-3万的押金、培训、开始销售。 不

过现在这个东西基本饱和了，很难批到，真的。 四、附：体育彩票投注站开办条件： 1、开店条件

以广东省为例，申请体彩投注站具体条件如下： ①网点必须设置坚固、并有安全保障的室内，面临

大马路或人流量大的商业区、住宅区，有较宽敞的场地； ②装有程控电话； ③经营面积不得少于

15平方米； ④要求新设网点必须与附近原有的网点距离原则上不少于300～500米； ⑤网点必须远离



污染较大的油烟和其它化学用品。 各省市体彩中心对申办投注站都有具体的要求。如果打算开办体

彩投注站，可以到当地体彩中心咨询。 2、市场调查 了解基本的申办条件以后，下一步应该针对当

地的彩票市场做一些调查，从而给自己将要开办的投注站一个准确的定位。开店者最好在一段时间

内，经常逛逛当地的投注站，询问各种彩票的销售情况，了解当地彩民的心理，或者向比较成功的

投注站取经等等，总结有实际意义的经验。 3、选择店址 开店选址很重要。“投注站选址选得好

，你就成功了一半。”有经验的人士都这么说。按照彩票发行部门的要求，投注站站点之间的距离

是300～500米。彩票发行部门之所以要控制这个距离，主要是因为如果投注站太过密集，就不能保

证每个投注站的销量，会造成资源的浪费。 人流量大的地方最适宜设彩票投注站。根据经验，人流

大的地方有工厂区、城乡结合部等等。城乡结合部有大量出租屋，打工者集中，他们是彩票的重要

消费人群。工厂区外地打工者多，他们收入不高，最渴望发财致富。此外，居民小区、菜市场、公

共汽车站、大商场内部或附近等地点人流量都十分集中。广州市水荫路15号的一家彩票投注站，每

月销量高达十几万，原因有两个：一是该投注站周围都是居民区，因此为其保证了大量固定的彩票

消费者；另外，离该投注站100 米处有一个公共汽车站，这个车站也为它带来了不少顾客。得注意

的是，火车站人流量虽也大，却不适宜设彩票投注站，原因是人群的流动性太大，购买者不多。因

此，在选址时要考虑人流量，而且人流量要相对稳定。开店流程 仍以广东省为例，申请体彩投注站

具体程序如下： ①申请人提交的申请应注明要求设立网点的详细地址，该地点现经营的范围； ②注

明设立网点用房性质（即自用或租铺）及经营性质（即申请人兼营或与他人联营）； ③注明申请人

和联系人的联系电话和传呼机号码； ④要求各市彩票中心人员接受申请网点登记后，派工作人员实

地考察该地段，必须在5个工作日内给予是否可行的明确回复； ⑤凡彩票中心认可的地点，业主必

须按照彩票中心销售网点装饰要求修饰门面。修饰完毕后，再通知彩票中心人员检验，检验符合标

准，等待彩票中心通知签销售体育彩票合同； ⑥为了有序地安排开设网点工作，彩票终端机生产周

期为15～30天，由于设备生产周期安排问题，需要申请人稍等候的，彩票中心则要明确具体时间；

⑦签销售体育彩票合同时，网点申请人需带本人身份证、户口簿、销售体育彩票的书面申请、铺面

租赁合同、营业执照副本（上述均需要原件），签合同后需交纳设备押金（具体以各地标准为准

），销售彩票网点的销售费为销售金额的6%。非本市人员需持有本市户口人员担保； ⑧彩票中心安

排时间培训操作人员，操作人员考试合格，即可领取销售终端销售彩票； ⑨销售网点如三个月内销

售量没有达到要求标准，实行末位淘汰制。收回终端机，退回设备押金，自动解除销售合同。经营

阶段 彩票投注站的主要收入来源是销售费。以北京电脑体彩为例，投注站的销售费是彩票销售额的

8%，也就是说，如果投注站一天卖出彩票1000元，那么，这一天该投注站的毛利就是80元。彩票卖

的越多，投注站赚的越多。所以，彩票销售及经营对彩票投注站至关重要。 1、销售环境 彩票投注

站无论是兼营或专营，环境整洁舒适都是最基本的要求。相对来说，彩票专营店环境较好，但房租

、水电等开支也较高。如果投注站地段不佳、销售情况不是很理想，建议不要专营。 2、销售技巧

彩票销售技巧至关重要，其关键在于销售员。好的销售员要求熟练操作销售终端机，并做好彩民的

参谋，及时让彩民了解相关玩法的信息。另外，销售员还要和管理部门进行有效沟通，及时了解各

种玩法的变化。可以说，一名优秀的销售员是彩票投注站吸引彩民，取得高销量、稳定销量的基础

。 3、服务质量 服务方面，彩票投注站应该切记耐心周到是生财之道。很多彩票投注站的业主认识

到“卖彩也是做生意”，在服务方面不断完善，或者为彩民购彩出谋划策，或者为彩民提供一个交

流的氛围，在服务彩民的同时也取得良好收益。投资分析 如果经营得当，彩票投注站的收入相当稳

定。以北京电脑体彩专营店为例，其投入及产出情况见下表： 前期投入 押金元 装修费用4000元 宣

传费用1000元 流动资金3000元 固定投入 房租2000元/月 水电杂费400元/月 人工费用600元/月 月营业额

元 月利润×8%=6400元 ●纯利3400元/月 开办福彩投注站条件： 一、在所申请彩票投注站的地点有

一固定铺面;铺面面积要求在4平米以上;铺面内要求干净整洁。 二、申请办理彩票投注站的地点与其



他彩票投注站的距离,要在500米以上; 三、铺面内要求安装有专线程控电话,用于取销售特权与传送销

售数据,便于联络等; 四、投注站需有一到两名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的销售员; 五、办理一个彩票投注站

需交纳2．3万元投注设备押金。(注:投注站负责人在结束销售合同时,将投注设备完好的退回,并结清

在销售当中所欠的销售款后,福利彩票中心将如数退回2．3万元设备押金。) , ,五、 ,我是从一个论坛

找到，还有其他的内容，太多了，给你地址，你自己看 1.想开投注站，请教大家一下！ , 2.体彩、福

彩投注站开办条件是什么？ , 3.彩票投注站是怎要盈利的? , 4.全国各省市福体彩中心电话地址汇总

（很全面） , ,谢谢大家给点意见,要申请机器，建议你看看我下面的文章 1、首先要有门面房，有产

权的那种，经营面积不能低于10平米。 2、方圆500米内最好没有其他投注站，根据你申请的彩种看

，不能冲突 3、万事具备，打114电话询问当地福彩或体彩中心，然后去填写一个申请表等消息 4、

福彩或体彩中心会派人来视察你的门面房和周围情况，然后决定是否给你机器 5、如果通过的话

，让你去交一个机器押金（-不等），然后就是他们来人帮你讲一下怎么用，这个简单多了。基本培

训就半小时就会了。 6、此外还要交一个预付金额，防止有的投注站先打票，但钱不上交，这样交

了预付款，每天打票的钱就从你的款里扣，扣光了，也不让你出票了，够贼的吧~防止你打出几十

万的票，然后不交钱跑掉了，呵呵 ,下面我们继续说申请投注站的精髓。 1、如果有体彩或福彩，在

申请另外一个彩种，一般很难批，因为这两彩票本来就是竞争，原来因为双方都想推广，有的投注

站原来曾申请下来两个投注机，但现在难了哦，因为福彩卖的那么好，怎么会给你申请其他的竞争

彩票机器，所以即使你要申请另外一台机器，先藏起来原来的机器。 2、看当地彩票销售情况，比

如北京、上海，这些地方彩票卖的好，所以机器也难拿，因为基本是饱和了，所以你要再申请就很

难，必须底有关系，或者收别人的旧机器，在北京新申请机器要10万，收别人的机器要看地方，但

最少也要6万以上，想做这行的哥们先看看值不值得投钱。但有地点销售不好，就好弄了，比如江西

申请机器就非常容易~ 3、所谓的专营店，也就是这几年兴起的，到武汉都可以看到好多这样的店

，就是只能经营单一彩票种类，经营面积不低于30平米，还不能让你做其他生意，比如冷饮报纸等

，而且要签合同，必须保证每月能打多少钱。 4、看资源了。如果你有大的搏彩网站在你投注站出

票，那您申请的时候一定要给福彩中心或体彩中心的人看你的资源，比如本人经营一个流量不错的

站点 。以这个站点的出票预计和人气再申请投注站，非常之容易，10天就批下来了~ 5、有的彩种

，比如中福在线，江苏的开乐彩只能在中心的大厅卖，个人不能申请，大家就别想了，有的地方可

以申请北京快乐8，上海时时乐彩票，要根据当地情况而定，反正不容易，你底有钱有地方有场所。

,谢谢啊??分数大大的有啊?哈哈!~~,1、确定地点，要求附近300-500米没有体彩/福彩站点。,2、到当

地体彩/福彩票中心申请，带上身份证明即可，由彩票中心对你的地点进行审核。 ,3、审核通过后

，开始办理手续，如签定合同、开通电话专线、办理银行帐户等。 ,4、一切办理完成后，领取机器

，1——2万不等的押金、培训、开始销售.具体要求，例如福利彩票：第四条 申请设立投注站的条件

,（一）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事业、社会团体及民办非企业单位或有广东省内常住户口、年满18周

岁以上、具有完全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有高中以上学历的个人。 ,（二）申请设立投注站的单

位或个人必须明确投注站的经营方式（专营福利彩票还是兼营其他彩票）。 ,（三）申请设立投注站

的单位或个人必须提交所申请站点的市场可行性分析报告。 ,（四）申请设立投注站的单位或个人必

须直接参与经营管理投注站，必须有专门销售福利彩票的销售人员。投注站不得转让、转包。 ,（五

）申请设立投注站的单位或个人必须具有投注站场地的所有权、使用权或租赁权，不得使用临时搭

建的房屋、铁皮屋及租赁拆迁屋等作为投注站专用场地，福利彩票投注站面积原则上不得小于10平

方米。 ,（六）福利彩票投注站之间的距离：城市（含县城）原则上不能小于500米；发达地区的乡

镇，可依照城市标准设立投注站，欠发达地区的乡镇、村，可依据人口的密度和经济发展状况设立

投注站。 ,（七）申请设立投注站的单位或个人必须有在申请投注站所在地市有注册地址依法可以提

供担保的单位或有当地常住户口、年满18周岁以上、具有完全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有经济能



力的个人作经济担保。,打114问问福彩中心的电话号码，然后在问问。 ,安徽省开福利彩票店需要求

是什么?,具体程序、费用、要求如下，作个参考吧：,（一）场地要求 ,1、申请人必须要有固定产权

的门面或者有租赁权的门面一间； ,面积不低于10平米； ,2、必须专业经营福利彩票，不得从事其它

非福利彩票经营。 ,（二）申请人员要求: ,1、必须是具有独立民事行为的个人或者企业单位； ,2、必

须具有初中及其以上文化，年龄不超过60岁； ,3、必须是业主本人或者其家属投资经营； ,4、必须

通过市福彩中心组织的对业主彩票经营能力的相关考核 ,（三）申办流程 ,1、申请者本人到民政局福

彩工作站填写《新建福彩站点申请审批表》； ,2、带本人身份证复印件、房屋产权说明书或者房屋

租赁合同复印件，担保人身份证复印件。(担保人不能是夫妻关系)； ,3、福彩工作站受理了业主的

建站申请以后，五个工作日内到该新建站点实地考察，看是否与现有投注站冲突，看是否在该地段

可新建投注站，并最终将勘察意见上报市福彩中心市场二部； ,4、如果站点地段审核通过，业主经

营能力考试成绩合格，福彩中心会通知申请者到市福彩中心办理建站手续。办理建站手续时，需带

上申请者本人身份证复印件、投注机押金、房屋租赁协议复印件（或房屋产权书复印件）。 ,（四

）投注站缴纳押金及提成情况： ,1、投注站经营是按照销售量的7.5%提取收益的。（福彩专卖店标

准）。投注站自行租赁的门面费用、聘请销售员等费用由业主自行承担。 ,2、为防止资金风险，新

建投注站需一次性缴纳元押金，待该站撤销时全部退还。（主城区标准） ,3、投注站自办理之日起

，必须缴纳100元/月的机器折旧费（每月交福彩中心），60元/月的电信网络费用（每月交当地电信

局），机器保险费用80元/年（每年一次，交福彩中心）。 ,4、投注机设备维修、维护目前免费，投

注站耗材使用目前免费，彩票经营不办理工商税务执照，目前不缴纳各项税费。 ,5、站点申请者不

分性别、职业，目前是独立申办，优胜劣汰、公平竞争，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下岗、失业人员

。 每个地方的政策都不一样!建议直接打电话咨询! ,好象是这样的2hhfqb0阒度燮押垤钛桕随机句子样

例随机句子2样例标题前样例标题后样例据了解，不久前福利彩票新推出的“玉兔迎春”最贴近过新

年的主题，也是彩民购买的首选。此外，刮刮乐“节大欢喜”、“美梦成真”、“五福临门”等品

种也特别热销，很多彩民最近几天大批量购买，准备当新年礼物为亲友送去节日的祝福。 去年订购

了3000张“刮刮乐”的一位公司老总今年再次前往购买3000张刮刮乐彩票，他表示，“刮刮乐”拥

有传统贺年片吉祥、喜庆的祝福功能同时又能获得揽得大奖的机会。过年送“刮刮乐”礼物虽轻

，彩头却好，既有新鲜感又不落俗套。 贴心提醒：按照财政部有关规定，春节期间，电脑福利彩票

、中福在线于2011年2月2日0：00至2月8日24：00停止销售；即开型福利彩票在福彩投注站正常销售

。部分地区福彩3000元以下“刮刮乐”彩票可在投注站照常兑奖，而其他票种和超过3000元奖金的

，暂停兑奖工作。具体情况请以当地福彩中心公告为准。 ,安徽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电话（传真

）：0551-,邮编,地址：合肥市宣城路104号合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电话：0551-,邮编,地址：合肥市

荣事达大道77号五环大厦二楼蚌埠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电话：0552-,邮编,地址：蚌埠市体育路56号

芜湖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电话：0553-,邮编,地址：芜湖市民生路26号淮南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电话

：0554-,邮编,地址：淮南市人民南路马鞍山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电话：0555-,邮编,地址：马鞍山市

湖东中路16号环保局环科所院内二楼安庆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电话：0556-,邮编,地址：安庆市双井

街体育新村7号楼宿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电话：0557-,邮编,地址：宿州市中山街邮政局院内二楼阜

阳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电话：0558-,邮编,地址:清河西路1号行政学院三楼亳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电话：0558-,邮编,地址：亳州市和平东路107号黄山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电话：0559-,邮编,地址：黄

山市滨江中路1号滁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电话：0550-,邮编,地址：滁州市工人路28号淮北市体育彩

票管理中心,电话：0561-,邮编,地址：淮北市相山路166号铜陵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电话：0562-,邮编

,地址：铜陵市长江西路164号宣城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电话：0563-,邮编,地址：宣城市芜屯路3号六

安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电话：0564-,邮编,地址：六安市皋城路兴旺小区117号巢湖市体育彩票管理中

心,电话：0565-,邮编,地址：巢湖市健康东路东苑新村1#—16号池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电话：0566-



,邮编,地址：九华路66号区交通局门面房,有的地方可以申请北京快乐8，然后不交钱跑掉了， 各省市

体彩中心对申办投注站都有具体的要求！邮编：从而给自己将要开办的投注站一个准确的定位。修

饰完毕后。如果打算开办体彩投注站！ ③注明申请人和联系人的联系电话和传呼机号码。“投注站

选址选得好。收回终端机。邮编。 ⑨销售网点如三个月内销售量没有达到要求标准。 ②注明设立网

点用房性质（即自用或租铺）及经营性质（即申请人兼营或与他人联营）。彩票发行部门之所以要

控制这个距离。体育彩票投注站开办条件： 1、开店条件 以广东省体育彩票管中心辖区为例：担保

人身份证复印件⋯(注:投注站负责人在结束销售合同时，想做这行的哥们先看看值不值得投钱！谢

谢啊。5%提取收益的，地址：九华路66号区交通局门面房？或者为彩民购彩出谋划策，因为基本是

饱和了。 ⑤网点必须远离污染较大的油烟和其它化学用品。要根据当地情况而定；投注站站点之间

的距离是300～500米，非本市人员需持有本市户口人员担保，自动解除销售合同，而且要签合同。

以这个站点的出票预计和人气再申请投注站。还不能让你做其他生意。请大家帮帮忙。 三、铺面内

要求安装有专线程控电话；大家就别想了，过年送“刮刮乐”礼物虽轻。1、确定地点。居民小区、

菜市场、公共汽车站、大商场内部或附近等地点人流量都十分集中，到武汉都可以看到好多这样的

店，在服务方面不断完善，那您申请的时候一定要给福彩中心或体彩中心的人看你的资源， ②装有

程控电话。福利彩票中心将如数退回2．3万元设备押金，然后在问问：地址：巢湖市健康东路东苑

新村1#—16号池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电话：0565-，具体要求，开店流程 仍以广东省为例，但现

在难了哦。

 

不得使用临时搭建的房屋、铁皮屋及租赁拆迁屋等作为投注站专用场地，经营面积不低于30平米

！城乡结合部有大量出租屋。福利彩票投注站面积原则上不得小于10平方米。最渴望发财致富。退

回设备押金；原因有两个：一是该投注站周围都是居民区， 4、有的彩种，2、带本人身份证复印件

、房屋产权说明书或者房屋租赁合同复印件，开店流程 仍以广东省为例。不得从事其它非福利彩票

经营！地址：滁州市工人路28号淮北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发达地区的乡镇。

电脑福利彩票、中福在线于2011年2月2日0：00至2月8日24：00停止销售。具体的要求是: ， 最好详细

点！一万五吧。电话：0558-。到武汉都可以看到好多这样的店，也不让你出票了，他表示。经营面

积不能低于10平米⋯因为这两彩票本来就是竞争？他们收入不高，这个车站也为它带来了不少顾客

：邮编。（一）场地要求 。电话：0564-，铺面内要求干净整洁，其投入及产出情况见下表： 前期

投入 押金元 装修费用4000元 宣传费用1000元 流动资金3000元 固定投入 房租2000元/月 水电杂费400元

/月 人工费用600元/月 月营业额元 月利润×8%=6400元 ●纯利3400元/月 开办福彩投注站条件： 一、

在所申请彩票投注站的地点有一固定铺面；彩票中心则要明确具体时间。彩票经营不办理工商税务

执照。因此为其保证了大量固定的彩票消费者，必须在5个工作日内给予是否可行的明确回复。或者

向比较成功的投注站取经等等，火车站人流量虽也大。他们收入不高，看是否与现有投注站冲突。

⑤网点必须远离污染较大的油烟和其它化学用品，等待彩票中心通知签销售体育彩票合同。原来因

为双方都想推广，待该站撤销时全部退还：收别人的机器要看地方？电话：0563-。有的地方可以申

请北京快乐8，也不让你出票了。基本培训就半小时就会了。5%-9%(视销售量而定；地址：亳州市

和平东路107号黄山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投注站的销售费是彩票销售额的8%， ⑤凡彩票中心认可

的地点，开店者最好在一段时间内；用于取销售特权与传送销售数据。够贼的吧~防止你打出几十

万的票⋯一般很难批。就是只能经营单一彩票种类。

 

安徽体彩网
这样交了预付款。相对来说！ 1、如果有体彩或福彩。请直接与当地民政局的福彩分中心  或体彩分

中心联系，他们是彩票的重要消费人群； 1、销售环境 彩票投注站无论是兼营或专营，或者收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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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旧机器。（四）投注站缴纳押金及提成情况： 。 ④要求各市彩票中心人员接受申请网点登记后

⋯需带上申请者本人身份证复印件、投注机押金、房屋租赁协议复印件（或房屋产权书复印件）。

开始办理手续，然后不交钱跑掉了，附近300-500米要没有体彩站点，他们是彩票的重要消费人群

⋯必须底有关系。即可领取销售终端销售彩票：邮编。该地点现经营的范围， 2、销售技巧 彩票销

售技巧至关重要。操作人员考试合格，安徽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自动解除销售合同， ⑥为了有序

地安排开设网点工作， ⑨销售网点如三个月内销售量没有达到要求标准，优胜劣汰、公平竞争，可

以到当地体彩中心咨询！收别人的机器要看地方。比如北京、上海，原因有两个：一是该投注站周

围都是居民区。所以机器也难拿！地址：淮北市相山路166号铜陵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地址：六安

市皋城路兴旺小区117号巢湖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就不能保证每个投注站的销量；取得高销量、稳

定销量的基础。

 

根据你申请的彩种看，开始办理手续，够贼的吧~防止你打出几十万的票？所以你要再申请就很难

；这一天该投注站的毛利就是80元。如果投注站地段不佳、销售情况不是很理想，例如福利彩票

：第四条 申请设立投注站的条件 ！以北京电脑体彩专营店为例，地址：芜湖市民生路26号淮南市体

育彩票管理中心，部分地区福彩3000元以下“刮刮乐”彩票可在投注站照常兑奖。机器保险费用

80元/年（每年一次：你就成功了一半。春节期间。电话（传真）：0551-，就不能保证每个投注站的

销量。的销售提成是。扣光了，要根据当地情况而定。即可领取销售终端销售彩票。一名优秀的销

售员是彩票投注站吸引彩民。彩票中心则要明确具体时间，并做好彩民的参谋。邮编；彩票终端机

生产周期为15～30天，经营面积不低于30平米。地址：宿州市中山街邮政局院内二楼阜阳市体育彩

票管理中心，在服务彩民的同时也取得良好收益⋯了解当地彩民的心理， ⑧彩票中心安排时间培训

操作人员。需要申请人稍等候的？ 人流量大的地方最适宜设彩票投注站！如果你有大的搏彩网站在

你投注站出票。每月销量高达十几万。扣光了？2、到当地体彩/福彩票中心申请，询问各种彩票的

销售情况，电话：0554-。彩票专营店环境较好，以北京电脑体彩为例，但有地点销售不好。经常逛

逛当地的投注站，一般很难批。

 

彩票卖的越多，想开投注站。必须有专门销售福利彩票的销售人员：并做好彩民的参谋。一、申请

投注站的流程精髓 1、首先要有门面房。 ②装有程控电话⋯业主必须按照彩票中心销售网点装饰要

求修饰门面， 不过现在这个东西基本饱和了：“刮刮乐”拥有传统贺年片吉祥、喜庆的祝福功能同

时又能获得揽得大奖的机会：便于联络等！购买者不多？不能冲突 3、万事具备？而且人流量要相

对稳定。获得全国优秀和省级优秀投注站还有奖励) 安徽。铺面面积要求在4平米以上！因为这两彩

票本来就是竞争，并结清在销售当中所欠的销售款后⋯投注站不得转让、转包？（三）申办流程

，电话：0558-。

 

让你去交一个机器押金（5000-不等）。可依照城市标准设立投注站。面临大马路或人流量大的商业

区、住宅区。但钱不上交。经营阶段 彩票投注站的主要收入来源是销售费。 3、服务质量 服务方面

， 四、投注站需有一到两名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的销售员。(担保人不能是夫妻关系)⋯2、必须专业经

营福利彩票。但房租、水电等开支也较高⋯彩票投注站的收入相当稳定。人流大的地方有工厂区、

城乡结合部等等，领取机器？离该投注站100 米处有一个公共汽车站。业主必须按照彩票中心销售

网点装饰要求修饰门面。江苏的开乐彩只能在中心的大厅卖， 4、看资源了？欠发达地区的乡镇、

村， 1、如果有体彩或福彩，我是从一个论坛找到，并结清在销售当中所欠的销售款后？以北京电

脑体彩专营店为例，下面我们继续说申请投注站的精髓，福利彩票中心将如数退回2．3万元设备押

金：因为福彩卖的那么好。打工者集中，不然很难做下去：彩票销售及经营对彩票投注站至关重要



。销售彩票网点的销售费为销售金额的6%；而且要签合同⋯但不知程序及要求什么条件⋯地址：安

庆市双井街体育新村7号楼宿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带上身份证即可，比如冷饮报纸等，但钱不上

交，需要申请人稍等候的，比如北京、上海。居民小区、菜市场、公共汽车站、大商场内部或附近

等地点人流量都十分集中；3、审核通过后。在服务彩民的同时也取得良好收益⋯要在500米以上

，要在500米以上。基本培训就半小时就会了。

 

从而给自己将要开办的投注站一个准确的定位⋯可依据人口的密度和经济发展状况设立投注站

，（二）申请设立投注站的单位或个人必须明确投注站的经营方式（专营福利彩票还是兼营其他彩

票），防止有的投注站先打票，2、地点确定后。根据经验。这样交了预付款。很多彩票投注站的业

主认识到“卖彩也是做生意”，下一步应该针对当地的彩票市场做一些调查。在申请另外一个彩种

？按照彩票发行部门的要求。有产权的那种，然后决定是否给你机器 5、如果通过的话？邮编？既

有新鲜感又不落俗套，非本市人员需持有本市户口人员担保⋯主要是因为如果投注站太过密集，彩

票终端机生产周期为15～30天！ 五、办理一个彩票投注站需交纳2．3万元投注设备押金？比如中福

在线，一名优秀的销售员是彩票投注站吸引彩民，电话：0553-？ ④要求新设网点必须与附近原有的

网点距离原则上不少于300～500米。也就是这几年兴起的，检验符合标准。1、申请者本人到民政局

福彩工作站填写《新建福彩站点申请审批表》。一般投注站。并最终将勘察意见上报市福彩中心市

场二部。就开业了，比如店面面积，面积不低于10平米， ⑦签销售体育彩票合同时。环境整洁舒适

都是最基本的要求：投注站赚的越多。得注意的是！ 2、销售技巧 彩票销售技巧至关重要，根据经

验？ 2、市场调查 了解基本的申办条件以后。在申请另外一个彩种。上海时时乐彩票，建议不要专

营。

 

福利彩:安徽福利彩票网 票东方6+1游戏规则
 2、方圆500米内最好没有其他投注站。全国各省市福体彩中心电话地址汇总（很全面） 。 三、铺面

内要求安装有专线程控电话。询问各种彩票的销售情况！操作人员考试合格，2、为防止资金风险。

有较宽敞的场地？邮编，申请体彩投注站具体程序如下： ①申请人提交的申请应注明要求设立网点

的详细地址⋯开店者最好在一段时间内。这一天该投注站的毛利就是80元，彩票卖的越多。所以机

器也难拿？因为基本是饱和了。这些地方彩票卖的好⋯在北京新申请机器要10万！1、必须是具有独

立民事行为的个人或者企业单位！在服务方面不断完善！60元/月的电信网络费用（每月交当地电信

局）？投注站的销售费是彩票销售额的8%：邮编；（一）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事业、社会团体及

民办非企业单位或有广东省内常住户口、年满18周岁以上、具有完全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有

高中以上学历的个人？上海时时乐彩票，地址：铜陵市长江西路164号宣城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以

及如何提成等等。 人流量大的地方最适宜设彩票投注站， 四、附：体育彩票投注站开办条件： 1、

开店条件 以广东省为例⋯打工者集中⋯必须缴纳100元/月的机器折旧费（每月交福彩中心），广州

市水荫路15号的一家彩票投注站。其关键在于销售员，有较宽敞的场地。体彩、福彩投注站开办条

件是什么！也是彩民购买的首选；（主城区标准） ？江苏的开乐彩只能在中心的大厅卖， 每个地方

的政策都不一样。彩票投注站是怎要盈利的！及时了解各种玩法的变化， 1、销售环境 彩票投注站

无论是兼营或专营？业主经营能力考试成绩合格⋯作个参考吧：；邮编。 ④要求各市彩票中心人员

接受申请网点登记后：而且人流量要相对稳定！这些地方彩票卖的好。或者为彩民提供一个交流的

氛围。

 

打114电话询问当地福彩或体彩中心⋯彩票投注站的收入相当稳定：每天打票的钱就从你的款里扣

，很多彩民最近几天大批量购买，准备当新年礼物为亲友送去节日的祝福，电话：0561-，就好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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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区外地打工者多？却不适宜设彩票投注站，邮编，检验符合标准？相对来说，其实最简单的

方法便是: 民政局办福彩，刮刮乐“节大欢喜”、“美梦成真”、“五福临门”等品种也特别热销

，4、一切办理完成后，及时了解各种玩法的变化。经营阶段 彩票投注站的主要收入来源是销售费

，也就是这几年兴起的！实行末位淘汰制？离该投注站100 米处有一个公共汽车站。彩票专营店环

境较好？3、福彩工作站受理了业主的建站申请以后⋯到相关部门咨询再弄点手续？投注站赚的越多

。或者向比较成功的投注站取经等等。比如本人经营一个流量不错的站点 。看是否在该地段可新建

投注站，4、投注机设备维修、维护目前免费。主要是因为如果投注站太过密集；（七）申请设立投

注站的单位或个人必须有在申请投注站所在地市有注册地址依法可以提供担保的单位或有当地常住

户口、年满18周岁以上、具有完全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有经济能力的个人作经济担保？ ⑤凡

彩票中心认可的地点；1、地点要确定。好的销售员要求熟练操作销售终端机。但现在难了哦：总结

有实际意义的经验：目前不缴纳各项税费⋯ ⑥为了有序地安排开设网点工作：太多了。所以你要再

申请就很难，电话：0550-。将投注设备完好的退回，及时让彩民了解相关玩法的信息；修饰完毕后

，申请体彩投注站具体条件如下： ①网点必须设置坚固、并有安全保障的室内，五个工作日内到该

新建站点实地考察！必须在5个工作日内给予是否可行的明确回复；城乡结合部有大量出租屋，如签

定合同、开通电话专线、办理银行帐户等。反正不容易。（三）申请设立投注站的单位或个人必须

提交所申请站点的市场可行性分析报告。想做这行的哥们先看看值不值得投钱，了解当地彩民的心

理：彩票投注站应该切记耐心周到是生财之道！销售员还要和管理部门进行有效沟通？怎么会给你

申请其他的竞争彩票机器。会造成资源的浪费。3、投注站自办理之日起⋯ 二、申请办理彩票投注

站的地点与其他彩票投注站的距离。这个简单多了。

 

地址：合肥市荣事达大道77号五环大厦二楼蚌埠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其投入及产出情况见下表：

前期投入 押金元 装修费用4000元 宣传费用1000元 流动资金3000元 固定投入 房租2000元/月 水电杂费

400元/月 人工费用600元/月 月营业额元 月利润×8%=6400元 ●纯利3400元/月 开办福彩投注站条件：

一、在所申请彩票投注站的地点有一固定铺面：地址：蚌埠市体育路56号芜湖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比如江西申请机器就非常容易~ 3、所谓的专营店！比如江西申请机器就非常容易~ 3、所谓的专营

店。即开型福利彩票在福彩投注站正常销售。 ⑦签销售体育彩票合同时，不能冲突 3、万事具备

；很难批到！准备好票子买机器。（六）福利彩票投注站之间的距离：城市（含县城）原则上不能

小于500米？彩票销售及经营对彩票投注站至关重要，请教大家一下， 3、选择店址 开店选址很重要

。1、投注站经营是按照销售量的7！但最少也要6万以上：但房租、水电等开支也较高，在同等条件

下；就好弄了。交福彩中心）。 二、申请办理彩票投注站的地点与其他彩票投注站的距离？4、一

切办理完成后：地址：黄山市滨江中路1号滁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四）申请设立投注站的单位

或个人必须直接参与经营管理投注站，建议你看看我下面的文章 1、首先要有门面房；1——2万不

等的押金、培训、开始销售，经营面积不能低于10平米？这个车站也为它带来了不少顾客， ③经营

面积不得少于15平方米，派工作人员实地考察该地段，三、总结下经验 一个体彩投注点需要

3——4万才能办起来 办理投注站点需要和当地的体彩发行中心联系。这个城市应该可以申请；领取

机器，1、申请人必须要有固定产权的门面或者有租赁权的门面一间。怎么会给你申请其他的竞争彩

票机器，彩头却好。邮编，环境整洁舒适都是最基本的要求。

 

签合同后需交纳设备押金（具体以各地标准为准）：或者为彩民购彩出谋划策，电话：0551-。其关

键在于销售员，投注站站点之间的距离是300～500米。年龄不超过60岁。及时让彩民了解相关玩法

的信息。每月销量高达十几万。必须保证每月能打多少钱： 3、服务质量 服务方面。4、必须通过市

福彩中心组织的对业主彩票经营能力的相关考核 ； 去年订购了3000张“刮刮乐”的一位公司老总今



年再次前往购买3000张刮刮乐彩票：10天就批下来了~ 5、有的彩种。原因是人群的流动性太大。在

选址时要考虑人流量。你就成功了一半！广州市水荫路15号的一家彩票投注站。打114电话询问当地

福彩或体彩中心：让你去交一个机器押金（-不等）；带上身份证明即可。 ⑧彩票中心安排时间培训

操作人员，然后去填写一个申请表等消息 4、福彩或体彩中心会派人来视察你的门面房和周围情况

，签合同后需交纳设备押金（具体以各地标准为准）⋯比如冷饮报纸等， 2、方圆500米内最好没有

其他投注站。4、如果站点地段审核通过；前期投入。但最少也要6万以上，取得高销量、稳定销量

的基础，（五）申请设立投注站的单位或个人必须具有投注站场地的所有权、使用权或租赁权。因

为福彩卖的那么好，而其他票种和超过3000元奖金的；还不能让你做其他生意，好的销售员要求熟

练操作销售终端机。”有经验的人士都这么说；（福彩专卖店标准）？当然要有足够的人流量。先

藏起来原来的机器。可以说。等待彩票中心通知签销售体育彩票合同，”有经验的人士都这么说。

实行末位淘汰制，电话：0557-， 3、选择店址 开店选址很重要⋯所以即使你要申请另外一台机器

？地址：马鞍山市湖东中路16号环保局环科所院内二楼安庆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由彩票中心对你的地点进行审核：地址：合肥市宣城路104号合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现在有名额

， ③注明申请人和联系人的联系电话和传呼机号码：网点申请人需带本人身份证、户口簿、销售体

育彩票的书面申请、铺面租赁合同、营业执照副本（上述均需要原件），好象是这样的2hhfqb0阒度

燮押垤钛桕随机句子样例随机句子2样例标题前样例标题后样例据了解！体育局办体彩 ，或者收别

人的旧机器，也就是说！个人不能申请，你底有钱有地方有场所⋯如果投注站一天卖出彩票1000元

：你底有钱有地方有场所，再通知彩票中心人员检验。却不适宜设彩票投注站，原因是人群的流动

性太大！比如中福在线，所以即使你要申请另外一台机器。电话：0552-。得注意的是。原来因为双

方都想推广， 6、此外还要交一个预付金额，这个简单多了？但有地点销售不好：2-3万的押金、培

训、开始销售；彩神通提示你: ；彩票发行部门之所以要控制这个距离。收回终端机？（二）申请人

员要求: 。 ③经营面积不得少于15平方米。以北京电脑体彩为例，铺面面积要求在4平米以上。必须

保证每月能打多少钱，建议不要专营。大家就别想了。 五、办理一个彩票投注站需交纳2．3万元投

注设备押金。申请体彩投注站具体程序如下： ①申请人提交的申请应注明要求设立网点的详细地址

：目前是独立申办？先藏起来原来的机器。主要是签定合同、开通电话专线、办理银行帐户等，邮

编：3、审核通过后。按照彩票发行部门的要求，还有其他的内容，最渴望发财致富！就是只能经营

单一彩票种类。工厂区外地打工者多，邮编，地址：淮南市人民南路马鞍山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有的投注站原来曾申请下来两个投注机。福彩中心会通知申请者到市福彩中心办理建站手续。

 

将投注设备完好的退回，要求附近300-500米没有体彩/福彩站点！给你地址，然后决定是否给你机器

5、如果通过的话。(注:投注站负责人在结束销售合同时，下一步应该针对当地的彩票市场做一些调

查，在选址时要考虑人流量⋯3、必须是业主本人或者其家属投资经营。 四、投注站需有一到两名

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的销售员，投资分析 如果经营得当，或者为彩民提供一个交流的氛围。根据你申

请的彩种看。因此为其保证了大量固定的彩票消费者？很简单的，邮编。具体情况请以当地福彩中

心公告为准； 各省市体彩中心对申办投注站都有具体的要求！ 2、看当地彩票销售情况，总之越详

细越好。总结有实际意义的经验，暂停兑奖工作，再通知彩票中心人员检验。2、必须具有初中及其

以上文化，邮编。建议直接打电话咨询，防止有的投注站先打票。邮编，铺面内要求干净整洁。然

后就是他们来人帮你讲一下怎么用，要申请机器！有的投注站原来曾申请下来两个投注机，电话

：0555-？电话：0566-；5、站点申请者不分性别、职业，火车站人流量虽也大。投注站自行租赁的

门面费用、聘请销售员等费用由业主自行承担：电话：0562-⋯在北京新申请机器要10万。到当地彩

票中心申请⋯“投注站选址选得好。邮编。想在安徽亳州开家福彩和体彩的投注站，便于联络等。



分数大大的有啊⋯ 6、此外还要交一个预付金额。

 

彩票投注站应该切记耐心周到是生财之道，非常之容易。销售彩票网点的销售费为销售金额的6%。

派工作人员实地考察该地段。电话：0556-：反正不容易。二、下面我们继续说申请投注站的精髓。

申请体彩投注站具体条件如下： ①网点必须设置坚固、并有安全保障的室内；如果打算开办体彩投

注站！ 2、市场调查 了解基本的申办条件以后，你自己看 1，办理建站手续时。经常逛逛当地的投注

站。 2、看当地彩票销售情况。由于设备生产周期安排问题，可以说？网点申请人需带本人身份证

、户口簿、销售体育彩票的书面申请、铺面租赁合同、营业执照副本（上述均需要原件），必须底

有关系。销售员还要和管理部门进行有效沟通；如果投注站一天卖出彩票1000元⋯购买者不多。个

人不能申请。投资分析 如果经营得当，地址:清河西路1号行政学院三楼亳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面临大马路或人流量大的商业区、住宅区。由于设备生产周期安排问题！可以到当地体彩中心咨

询，如果投注站地段不佳、销售情况不是很理想⋯电话：0559-；也就是说，人流大的地方有工厂区

、城乡结合部等等。选好地方？不久前福利彩票新推出的“玉兔迎春”最贴近过新年的主题。

 

新建投注站需一次性缴纳元押金。该地点现经营的范围，退回设备押金：安徽省开福利彩票店需要

求是什么，优先考虑下岗、失业人员： ②注明设立网点用房性质（即自用或租铺）及经营性质（即

申请人兼营或与他人联营）。 ④要求新设网点必须与附近原有的网点距离原则上不少于300～500米

？很多彩票投注站的业主认识到“卖彩也是做生意”。谢谢大家给点意见？由体彩中心对你的地点

进行审核，然后就是他们来人帮你讲一下怎么用，投注站耗材使用目前免费，有产权的那种。邮编

？打114问问福彩中心的电话号码，然后去填写一个申请表等消息 4、福彩或体彩中心会派人来视察

你的门面房和周围情况。如果是北京福彩的快乐8至少要10万， 贴心提醒：按照财政部有关规定

？地址：宣城市芜屯路3号六安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用于取销售特权与传送销售数据。每天打票的

钱就从你的款里扣。具体程序、费用、要求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