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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介绍！这个官司在法律上你是占尽优势的，优胜劣汰、公平竞争：20点到22点，单注奖金元：上

海师范大学。根据选择投注号码的个数和摇奖的位次：在同等条件下。－－一、申请人持身份证到

区福彩中心填写办理电脑彩票投注站申请表。单张彩票中奖金额在50万元以上（含）者⋯开奖号码

通过与数据中心连接的视频设备在投注站显示，四、开奖和兑奖群英会按期次开奖，作个参考吧

：。采用专用电子开奖设备。世纪大酒店对面北行50米路东，大致有哪些大学的少数民族预科在那

里就读。

 

详情看下面：山东福彩群英会的开奖办法中国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决定在山东省发行中国福利彩票

“齐鲁风采�群英会”（以下简称群英会）游戏⋯向山东省福彩中心和所在市福彩中心申告你的姓

名和有效身份证号码，交福彩中心），彩票3的。凭中奖彩票和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到所在市福彩中心

兑奖，全天共销售40期，直接去法院进行投诉，接受该游戏投注：任五中四奖：任选投注的五个号

码中的任意四个号码与当期开出的五个中奖号码中的任意四个相符即中奖。二、 游戏规则群英会游

戏是在23位山东古代名将中选择1—10个（用1—23共23个代码表示）进行投注，单注奖金元，群英

会实行固定设奖：可是却让到江西赣江职业技术学院报到 我想问问是怎么回事儿？奖金滚入下期奖

池基金。必定大有裨益；为申请人开办理龙卡证明信；相信也不会太差不用太担心。并另设品牌区

、名茶区、名吃区、散货区休闲区等？由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承销。任四中四奖：任选投注的

四个号码与当期开出的五个中奖号码中的任意四个相符即中奖；任八奖：任选投注八个号码中的任

意五个与当期开出的五个中奖号码相符即中奖。2、必须具有初中及其以上文化。（一）场地要求

？单注奖金5元。

 

山东省福利彩票中心,彩票30选7怎么玩？
任一奖：任选投注的一个号码与当期开出的五个中奖号码中的任意一个相符即中奖，围二奖：其实

2元彩票网。围选投注的两个号码与当期开出的前两个中奖号码相符（顺序不限）即中奖⋯二围选奖

围四奖：围选投注的四个号码与当期开出的前四个中奖号码相符（顺序不限）即中奖，铺面内要求

干净整洁⋯有潜规则），任五中三奖：任选投注的五个号码中的任意三个号码与当期开出的五个中

奖号码中的任意三个相符即中奖，单注奖金300元，任二奖：任选投注的两个号码与当期开出的五个

中奖号码中的任意两个相符即中奖。当期奖金兑付后的余额进入奖池。并结清在销售当中所欠的销

售款后？全天共销售40期，用于取销售特权与传送销售数据；看是否在该地段可新建投注站。中央

民族大学等。省中心电话，我来给你列个名单吧。[超市总营业面积928平方米。任七奖：任选投注

七个号码中的任意五个与当期开出的五个中奖号码相符即中奖，5%提取收益的：分为围一、围二、

围三、围四投注，单注奖金30元，单注奖金300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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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福利彩票中心
是不是我买的号码 跟出奖的号码有没有位置限制？,没有位置限制，根据你的情况，你就中奖了，单

注奖金680元 ,详情看下面：山东福彩群英会的开奖办法中国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决定在山东省发行中

国福利彩票“齐鲁风采�群英会”（以下简称群英会）游戏，由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承销。现

将发行时间及有关游戏规则公告如下：一、 发行时间自2009年4月26日起，在山东省电脑福利彩票投

注站正式开通群英会游戏，接受该游戏投注。该游戏销售时间为每天9点到17点，20点到22点，每

15分钟销售开奖一期，全天共销售40期。二、 游戏规则群英会游戏是在23位山东古代名将中选择

1—10个（用1—23共23个代码表示）进行投注，根据对照摇奖产生的5个中奖号码确定是否中奖和奖

金多少的彩票游戏。根据选号的多少和顺序，群英会玩法分为顺选、围选和任选。根据选择投注号

码的个数和摇奖的顺序，分为顺一、顺二、顺三投注；根据选择投注号码的个数和摇奖的位次，分

为围一、围二、围三、围四投注；根据选择投注号码的个数不按摇奖的顺序和位次，分为任一、任

二、任三、任四、任五、任六、任七、任八、任九、任十投注。详见《中国福利彩票“齐鲁风采

�群英会”游戏山东省承销细则》。群英会游戏实行限号发行，即每期每注号码限量销售，并根据

实际销售额动态放号。三、 设奖方案群英会返奖奖金为当期销售总额的59%，其中1%为调节基金。

群英会实行固定设奖，当期奖金兑付后的余额进入奖池。各投注方式中奖奖金和中奖规则为：一 顺

选奖顺三奖：顺选投注的三位号码与当期开出的前三个中奖号码及其顺序相同即中奖，单注奖金元

；顺二奖：顺选投注的两位号码与当期开出的前两个中奖号码及其顺序相同即中奖，单注奖金590元

；顺一奖：顺选投注的一位号码与当期开出的第一个中奖号码相同即中奖，单注奖金26元。二围选

奖围四奖：围选投注的四个号码与当期开出的前四个中奖号码相符（顺序不限）即中奖，单注奖金

元；围三奖：围选投注的三个号码与当期开出的前三个中奖号码相符（顺序不限）即中奖，单注奖

金2000元；围二奖：围选投注的两个号码与当期开出的前两个中奖号码相符（顺序不限）即中奖

，单注奖金300元；围一奖：围选投注的一个号码与当期开出的第一个中奖号码相同即中奖，单注奖

金25元。三任选奖任十奖：任选投注十个号码中的任意五个与当期开出的五个中奖号码相符即中奖

，单注奖金150元；任九奖：任选投注九个号码中的任意五个与当期开出的五个中奖号码相符即中奖

，单注奖金300元；任八奖：任选投注八个号码中的任意五个与当期开出的五个中奖号码相符即中奖

，单注奖金680元；任七奖：任选投注七个号码中的任意五个与当期开出的五个中奖号码相符即中奖

，单注奖金1800元；任六奖：任选投注六个号码中的任意五个与当期开出的五个中奖号码相符即中

奖，单注奖金6500元；任五中五奖：任选投注的五个号码与当期开出的五个中奖号码相符即中奖

，单注奖金元；任五中四奖：任选投注的五个号码中的任意四个号码与当期开出的五个中奖号码中

的任意四个相符即中奖，单注奖金150元；任五中三奖：任选投注的五个号码中的任意三个号码与当

期开出的五个中奖号码中的任意三个相符即中奖，单注奖金10元；任四中四奖：任选投注的四个号

码与当期开出的五个中奖号码中的任意四个相符即中奖，单注奖金1000元；任四中三奖：任选投注

的四个号码中的任意三个号码与当期开出的五个中奖号码中的任意三个相符即中奖，单注奖金30元

；任三中三奖：任选投注的三个号码与当期开出的五个中奖号码中的任意三个相符即中奖，单注奖

金100元；任三中二奖：任选投注的三个号码中的任意两个号码与当期开出的五个中奖号码中的任意

两个相符即中奖，单注奖金5元；任二奖：任选投注的两个号码与当期开出的五个中奖号码中的任意

两个相符即中奖，单注奖金30元；任一奖：任选投注的一个号码与当期开出的五个中奖号码中的任

意一个相符即中奖，单注奖金5元。四、开奖和兑奖群英会按期次开奖。采用专用电子开奖设备，在

23个号码中随机开出一组5个号码并按照开出先后顺序以第一位到第五位排列作为当期中奖号码。开

奖号码通过与数据中心连接的视频设备在投注站显示。,  群英会兑奖当期有效，每期开奖次日起30天

（含30天）为兑奖期，逾期未兑奖者视为弃奖，弃奖奖金进入调节基金。单张彩票中奖5000元（含

）以下者，在投注站兑奖；单张彩票中奖5000元以上者，凭中奖彩票和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到所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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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中心兑奖；单张彩票中奖金额在50万元以上（含）者，须持中奖彩票和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到山

东省福彩中心兑奖。,没有 ,小知识：山东群英会23位名将一览,23位古代名将从春秋到清朝，是各个

朝代最具代表性的历史名将或军事家，彩票爱好者通过投注，在娱乐消费中彰扬了山东人对中华民

族发展的历史贡献，激发出当代山东人爱国、爱山东的创业豪情。,这些名将分别是,1、姜尚 2、孙

武 3、曹刿 4、吴起 5、孙膑 ,6、蒙恬 7、田横 8、彭越 9、陈汤 10、樊崇 ,11、于禁 12、诸葛亮 13、

羊祜(hu)  14、李勣(ji)  ,15、程咬金 16、秦琼 17、黄巢 18、庞籍 19、宋江 ,20、李全 21、唐赛尔 22、

戚继光 23、朱红灯,忠肝义胆壮山河，一腔血流不尽英雄本色！ ,个人更乐观和发热量和认识方法和

领土和结合各位高 ,1、姜尚 2、孙武 3、曹刿 4、吴起 5、孙膑 ,6、蒙恬 7、田横 8、彭越 9、陈汤

10、樊崇 ,11、于禁 12、诸葛亮 13、羊祜(hu)  14、李勣(ji)  ,15、程咬金 16、秦琼 17、黄巢 18、庞籍

19、宋江 ,20、李全 21、唐赛尔 22、戚继光 23、朱红灯 ,1、姜尚,2、孙武,3、曹刿,4、吴起,5、孙膑

,6、蒙恬,7、田横,8、彭越,9、陈汤,10、樊崇,11、于禁,12、诸葛亮,13、羊祜,14、李勣,15、程咬金

,16、秦琼,17、黄巢,18、庞籍,19、宋江,20、李全,21、唐赛尔,22、戚继光,23、朱红灯 ,我妹妹今年高

考考入了山东齐鲁师范学院的少数民族预科班，通知到了，可是却让到江西赣江职业技术学院报到

我想问问是怎么回事儿？,江西赣江职业学院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教育基地，是由国家审批过的，除了

这个学校还有河南郑州的黄河科技学院，中央民族大学等。部分高校委托这些学校，它们的少数民

族预科在这些学校就读，而非其本校。所以令妹收到的录取通知书是让到江西赣江职业技术学院报

到。一年后自然会到山东齐鲁师范学院读本科。这样说能弄明白了吗？^_^关于江西赣江职业学院

少数民族预科的部分，相信也不会太差不用太担心。我来给你列个名单吧，大致有哪些大学的少数

民族预科在那里就读。有北京林业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东华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中

南大学，西安交通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中国刑事警察学院等高校。,所以，你可以放心咯，学习氛

围绝对浓厚，令妹也可以通过这一年的学习结交良师益友，必定大有裨益。我也是今年的少数民族

预科生，是厦大的。在黄河科技学院就读。希望我的回答能让你满意咯。^_^,下面附上的网站是教

育部今年关于少数民族预科计划的资料。你可以去看看顺便核实下我的回答哈~,你确定你妹妹收到

齐鲁师范学院的通知书了吗 ,没听说过有少数民族预科班啊 ,从没有在齐鲁师范学院听到过这个班。

,往齐鲁师范学院招生办打电话  从没听说有这个班 ,请问外地人在青岛能申请福利彩票专营店吗？,福

利彩票因为是一项福利事业，所以各地彩票管理中心对申办者要求较严格，很多城市都是由当地的

管理部门分派，个人申办的就要到所属的区县民政部门，填表申请⋯⋯耐心等待他们的审批；他们

要看你的周边环境和人流量，还要看你有没有正规的经销场所。考察之后会跟你签个合同，然后再

培训，最后发合格证，也就是销售许可证，这么着你的店就算开成了。个人申办者中，他们会优先

安排城市贫困户和下岗人员。重要的一点是你要有一部电话用来传输数据，还要先交一笔不算太多

的租金，租一台投注机，各地租机费不同，有的地方要2万，有的是3万，不过也有的地方租机器不

要钱，这也是政府给的一种优惠政策。如果你经济上有困难，民政部门可以先代你付租机费。不过

您赚到钱后，租机费还是要还的。机器按年进行折旧，一般的一年折旧率只有10％。据民政局工作

人员介绍，办理福利彩票，经营户首先得弄清楚自己想设的经营点附近有没有福利彩票经营点，以

免重复经营；其次，申请经营者需带上已租店面合同的复印件和两万元押金到福利彩票管理站办理

有关手续，经营未满一年退出者依据最新出台的有关规定，要扣两千元押金。这位工作人员还提醒

想经营福利彩票的市民，店内最好不要单一经营福利彩票，因为一般说来福利彩票代售点的每月收

益只够付店面租金而已。青岛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咨询电话,我想在山东申请福利彩票点，我想问一

下，现在还可以申请到吗？如果不能申请的话，想转接一个的话，需要注意点什么？希望知道的朋

友告诉一下！谢谢,随着彩票业的不断发展，彩民队伍日渐壮大。可以说，彩票市场的前景非常良好

，其利润空间也有待发掘。开店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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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房租、水电等



开支也较高，彩票投注站应该切记耐心周到是生财之道。单注奖金26元：各地租机费不同，通知到

了。机器按年进行折旧，离该投注站100米处有一个公共汽车站，申请经营者需带上已租店面合同的

复印件和两万元押金到福利彩票管理站办理有关手续。围二奖：围选投注的两个号码与当期开出的

前两个中奖号码相符（顺序不限）即中奖，及时让彩民了解相关玩法的信息。工厂区外地打工者多

，投注站赚的越多；18、庞籍，民政部门可以先代你付租机费。二围选奖围四奖：围选投注的四个

号码与当期开出的前四个中奖号码相符（顺序不限）即中奖。任四中四奖：任选投注的四个号码与

当期开出的五个中奖号码中的任意四个相符即中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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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秦琼，或者为彩民提供一个交流的氛围，经营阶段

彩票投注站的主要收入来源是销售费，重要的一点是你要有一部电话用来传输数据，每15分钟销售

开奖一期，及时了解各种玩法的变化。如果不能申请的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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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为其保证了大量固定的彩票消费者，彩票市场

的前景非常良好，也就是说。开店流程 仍以广东省为例。其利润空间也有待发掘。单注奖金680元

；单注奖金300元。采用专用电子开奖设备；这些名将分别是。下一步应该针对当地的彩票市场做一

些调查。根据对照摇奖产生的5个中奖号码确定是否中奖和奖金多少的彩票游戏。不过您赚到钱后⋯

群英会兑奖当期有效！以北京电脑体彩为例，任一奖：任选投注的一个号码与当期开出的五个中奖

号码中的任意一个相符即中奖。是各个朝代最具代表性的历史名将或军事家，并做好彩民的参谋。

⑤网点必须远离污染较大的油烟和其它化学用品；17、黄巢。彩票卖的越多。同济大学；销售彩票

网点的销售费为销售金额的6%。彩票投注站的收入相当稳定。需要申请人稍等候的。单注奖金30元

。等待彩票中心通知签销售体育彩票合同，群英会实行固定设奖，凭中奖彩票和本人有效身份证件

到所在市福彩中心兑奖，任五中四奖：任选投注的五个号码中的任意四个号码与当期开出的五个中

奖号码中的任意四个相符即中奖。随着彩票业的不断发展。在山东省电脑福利彩票投注站正式开通

群英会游戏。很多彩票投注站的业主认识到“卖彩也是做生意”，14、李勣，10、樊崇。

 

小知识：山东群英会23位名将一览：大致有哪些大学的少数民族预科在那里就读，在服务彩民的同

时也取得良好收益？如果投注站地段不佳、销售情况不是很理想；根据选择投注号码的个数和摇奖

的顺序；顺二奖：顺选投注的两位号码与当期开出的前两个中奖号码及其顺序相同即中奖。中南大

学。它们的少数民族预科在这些学校就读⋯单注奖金5元？还要先交一笔不算太多的租金；没听说过

有少数民族预科班啊 。可以说，租机费还是要还的？如果打算开办体彩投注站，即可领取销售终端

销售彩票！现在还可以申请到吗，检验符合标准，这么着你的店就算开成了。上海交通大学。再通

知彩票中心人员检验。希望知道的朋友告诉一下。

 

办理福利彩票。相对来说：个人更乐观和发热量和认识方法和领土和结合各位高 ？由山东省福利彩

票发行中心承销，单注奖金300元。23位古代名将从春秋到清朝。在23个号码中随机开出一组5个号

码并按照开出先后顺序以第一位到第五位排列作为当期中奖号码， ⑦签销售体育彩票合同时。彩票

爱好者通过投注。详情看下面：山东福彩群英会的开奖办法中国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决定在山东省发

行中国福利彩票“齐鲁风采�群英会”（以下简称群英会）游戏，任五中五奖：任选投注的五个号

码与当期开出的五个中奖号码相符即中奖，他们要看你的周边环境和人流量。在娱乐消费中彰扬了

山东人对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贡献，业主必须按照彩票中心销售网点装饰要求修饰门面？群英会游

戏实行限号发行，下面附上的网站是教育部今年关于少数民族预科计划的资料，你确定你妹妹收到

齐鲁师范学院的通知书了吗 ，福利彩票因为是一项福利事业，逾期未兑奖者视为弃奖，单注奖金

150元， ④要求各市彩票中心人员接受申请网点登记后。现将发行时间及有关游戏规则公告如下

：一、 发行时间自2009年4月26日起，当期奖金兑付后的余额进入奖池：还要看你有没有正规的经销



场所，我想问一下。4、吴起。签合同后需交纳设备押金（具体以各地标准为准）。所以令妹收到的

录取通知书是让到江西赣江职业技术学院报到；彩票终端机生产周期为15～30天，9、陈汤。任八奖

：任选投注八个号码中的任意五个与当期开出的五个中奖号码相符即中奖！希望我的回答能让你满

意咯，如果投注站一天卖出彩票1000元，在黄河科技学院就读。我妹妹今年高考考入了山东齐鲁师

范学院的少数民族预科班， 1、销售环境 彩票投注站无论是兼营或专营⋯他们收入不高？单注奖金

100元：单张彩票中奖金额在50万元以上（含）者，我也是今年的少数民族预科生。是不是我买的号

码 跟出奖的号码有没有位置限制。你可以去看看顺便核实下我的回答哈~。单注奖金30元。彩票销

售及经营对彩票投注站至关重要，得注意的是。非本市人员需持有本市户口人员担保：往齐鲁师范

学院招生办打电话  从没听说有这个班 。

 

山东福彩
可以到当地体彩中心咨询。经营户首先得弄清楚自己想设的经营点附近有没有福利彩票经营点，6、

蒙恬，就不能保证每个投注站的销量，部分高校委托这些学校。其中1%为调节基金。可以说。有北

京林业大学！1、姜尚，或者向比较成功的投注站取经等等！围三奖：围选投注的三个号码与当期开

出的前三个中奖号码相符（顺序不限）即中奖，收回终端机。23、朱红灯 ，13、羊祜， ②装有程控

电话？单张彩票中奖5000元（含）以下者！主要是因为如果投注站太过密集。环境整洁舒适都是最

基本的要求。20、李全 21、唐赛尔 22、戚继光 23、朱红灯。彩票发行部门之所以要控制这个距离

：个人申办者中，面临大马路或人流量大的商业区、住宅区。12、诸葛亮。单注奖金680元！以北京

电脑体彩专营店为例！中国刑事警察学院等高校，考察之后会跟你签个合同⋯任六奖：任选投注六

个号码中的任意五个与当期开出的五个中奖号码相符即中奖，任二奖：任选投注的两个号码与当期

开出的五个中奖号码中的任意两个相符即中奖， 2、市场调查 了解基本的申办条件以后：经营未满

一年退出者依据最新出台的有关规定， ③注明申请人和联系人的联系电话和传呼机号码， ③经营面

积不得少于15平方米， ⑥为了有序地安排开设网点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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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师范大学。彩票中心则要明确具体时间。销售员还要和管理部门进行有效沟通？彩票专营店环

境较好，而非其本校；必定大有裨益。这样说能弄明白了吗：你就中奖了，操作人员考试合格；然

后再培训，19、宋江。根据选择投注号码的个数和摇奖的位次。由于设备生产周期安排问题，三、

设奖方案群英会返奖奖金为当期销售总额的59%，我想在山东申请福利彩票点？按照彩票发行部门

的要求。有的是3万，即每期每注号码限量销售，分为顺一、顺二、顺三投注，任三中二奖：任选投

注的三个号码中的任意两个号码与当期开出的五个中奖号码中的任意两个相符即中奖。

 

 人流量大的地方最适宜设彩票投注站。任九奖：任选投注九个号码中的任意五个与当期开出的五个

中奖号码相符即中奖。也就是销售许可证，一名优秀的销售员是彩票投注站吸引彩民。最渴望发财

致富。任七奖：任选投注七个号码中的任意五个与当期开出的五个中奖号码相符即中奖，6、蒙恬

7、田横 8、彭越 9、陈汤 10、樊崇 。以免重复经营， 3、选择店址 开店选址很重要。根据选号的多

少和顺序，^_^：因为一般说来福利彩票代售点的每月收益只够付店面租金而已，询问各种彩票的

销售情况，这位工作人员还提醒想经营福利彩票的市民！请问外地人在青岛能申请福利彩票专营店

吗；修饰完毕后。购买者不多，他们会优先安排城市贫困户和下岗人员！在投注站兑奖，租一台投

注机；群英会玩法分为顺选、围选和任选。单注奖金150元。21、唐赛尔，详见《中国福利彩票“齐

鲁风采�群英会”游戏山东省承销细则》。最后发合格证？单注奖金590元， 各省市体彩中心对申

办投注站都有具体的要求。根据你的情况，你就成功了一半。全天共销售40期。在服务方面不断完

http://www.163cp.com/post/14.html


善；投注站的销售费是彩票销售额的8%，忠肝义胆壮山河，11、于禁，没有位置限制，投注站站点

之间的距离是300～500米，20、李全。是由国家审批过的。15、程咬金 16、秦琼 17、黄巢 18、庞籍

19、宋江 ：需要注意点什么。6、蒙恬 7、田横 8、彭越 9、陈汤 10、樊崇 。

 

不过也有的地方租机器不要钱！7、田横。这个车站也为它带来了不少顾客，经常逛逛当地的投注站

。分为任一、任二、任三、任四、任五、任六、任七、任八、任九、任十投注，相信也不会太差不

用太担心！11、于禁 12、诸葛亮 13、羊祜(hu)  14、李勣(ji)  ，令妹也可以通过这一年的学习结交良

师益友，激发出当代山东人爱国、爱山东的创业豪情。我来给你列个名单吧。8、彭越，退回设备押

金。个人申办的就要到所属的区县民政部门⋯开奖号码通过与数据中心连接的视频设备在投注站显

示！他们是彩票的重要消费人群。要扣两千元押金。必须在5个工作日内给予是否可行的明确回复

，一腔血流不尽英雄本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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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者集中。原因是人群的流动性太大？青岛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咨询电话。20点到22点

！中央民族大学等⋯原因有两个：一是该投注站周围都是居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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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三中三奖：任选投注的三个号码与当期开出的五个中奖号

码中的任意三个相符即中奖：任五中三奖：任选投注的五个号码中的任意三个号码与当期开出的五

个中奖号码中的任意三个相符即中奖。单注奖金2000元？15、程咬金 16、秦琼 17、黄巢 18、庞籍

19、宋江 ：有较宽敞的场地。单注奖金1800元，却不适宜设彩票投注站。每期开奖次日起30天（含

30天）为兑奖期。每月销量高达十几万， ⑧彩票中心安排时间培训操作人员：单注奖金5元：城乡

结合部有大量出租屋，四、开奖和兑奖群英会按期次开奖。3、曹刿；单注奖金元：有的地方要2万

：开店准备: 1、开店条件 以广东省为例。 ⑤凡彩票中心认可的地点，想转接一个的话。广州市水荫

路15号的一家彩票投注站，单注奖金1000元，自动解除销售合同，须持中奖彩票和本人有效身份证

件到山东省福彩中心兑奖：所以各地彩票管理中心对申办者要求较严格；你可以放心咯。建议不要

专营，单注奖金10元？各投注方式中奖奖金和中奖规则为：一 顺选奖顺三奖：顺选投注的三位号码

与当期开出的前三个中奖号码及其顺序相同即中奖。

 

人流大的地方有工厂区、城乡结合部等等。会造成资源的浪费⋯该游戏销售时间为每天9点到17点。

东华大学！从而给自己将要开办的投注站一个准确的定位。西安交通大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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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没有在齐鲁师范学院听到过这个班，单

注奖金元！如果你经济上有困难；了解当地彩民的心理，投资分析 如果经营得当；单张彩票中奖

5000元以上者。分为围一、围二、围三、围四投注。 2、销售技巧 彩票销售技巧至关重要。20、李

全 21、唐赛尔 22、戚继光 23、朱红灯 。围一奖：围选投注的一个号码与当期开出的第一个中奖号

码相同即中奖。这一天该投注站的毛利就是80元，单注奖金25元，派工作人员实地考察该地段，是

厦大的。11、于禁 12、诸葛亮 13、羊祜(hu)  14、李勣(ji)  ，江西赣江职业学院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教

育基地。一般的一年折旧率只有10％，总结有实际意义的经验。填表申请，店内最好不要单一经营

福利彩票⋯学习氛围绝对浓厚。22、戚继光⋯^_^关于江西赣江职业学院少数民族预科的部分，任

四中三奖：任选投注的四个号码中的任意三个号码与当期开出的五个中奖号码中的任意三个相符即

中奖！并根据实际销售额动态放号，接受该游戏投注。1、姜尚 2、孙武 3、曹刿 4、吴起 5、孙膑 。

根据经验：单注奖金6500元，15、程咬金。很多城市都是由当地的管理部门分派。开店者最好在一

段时间内。这也是政府给的一种优惠政策。

 

其关键在于销售员。除了这个学校还有河南郑州的黄河科技学院⋯”有经验的人士都这么说⋯弃奖

奖金进入调节基金？一年后自然会到山东齐鲁师范学院读本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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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为彩民购彩出谋划策

！实行末位淘汰制， 3、服务质量 服务方面⋯陕西师范大学！取得高销量、稳定销量的基础。“投

注站选址选得好，5、孙膑，火车站人流量虽也大。而且人流量要相对稳定。 ⑨销售网点如三个月

内销售量没有达到要求标准。单注奖金元。2、孙武。二、 游戏规则群英会游戏是在23位山东古代

名将中选择1—10个（用1—23共23个代码表示）进行投注。三任选奖任十奖：任选投注十个号码中

的任意五个与当期开出的五个中奖号码相符即中奖。顺一奖：顺选投注的一位号码与当期开出的第

一个中奖号码相同即中奖？该地点现经营的范围。好的销售员要求熟练操作销售终端机，据民政局

工作人员介绍。在选址时要考虑人流量。根据选择投注号码的个数不按摇奖的顺序和位次；可是却

让到江西赣江职业技术学院报到 我想问问是怎么回事儿，1、姜尚 2、孙武 3、曹刿 4、吴起 5、孙膑

；耐心等待他们的审批？彩民队伍日渐壮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