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元彩票中了 1500 万

日照体彩大乐透得主现身领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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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知道自己中
了 1500 万巨奖会怎么办？
是稳住不着急兑奖还是
立马出现在兑奖大厅？恐
怕大多数彩友会选择后
者，在第一时间把彩票兑
换成奖金，让自己心里踏
踏实实地高枕无忧！可日
照一彩友却真是稳得住，
硬是坚持了 21 天才现身
体彩中心，兑走了这 1500

万元巨奖。
6 月 10 日晚，大乐透

第 13066 期开奖，当期全国
只中出 1 注一等奖，被日
照彩友独揽怀中，拿下超
级大乐透派奖期间 2 元单
注最高奖金 1500 万元，也
是迄今为止日照彩票史上

中出的最高奖金！可随着
时间推移，这位幸运彩友
一直没有出现，引发了诸
多猜测。正当大家焦急等
待时，7 月 2 日，一对年轻
夫妇出现在兑奖处，领走
了这笔巨额奖金。

据夫妇俩介绍，他们
在开奖的第二天就知道
自己中奖了，但夫妻俩并
没有立即前来兑奖，“一
来我们俩工作都比较忙，
二来呢也想过过这段风
声再来领奖，反正中奖彩
票在我们手里，按照规定
有 60 天的兑奖期限，着
急做什么啊，什么时候有
空就什么时候领。”这对
幸运夫妇颇为得意地说。

谈起买彩的经历，
丈夫笑呵呵地说：“我接
触彩票有 2 年了，最喜
欢 玩 的 就 是 超 级 大 乐
透，因为奖金高，中奖过
瘾，以前还中过 5000 元
的奖金，不过我投注大
乐透很随意，通常都是
机选，也从没守什么特
别的号，这次的中奖号
也是机选的，我是在第
二天上电脑上查号时发
现自己中奖的，当时心
里特别紧张，完全不敢
相信自己的眼睛，半个
多小时才回过神来，告诉
了我妻子，可她比我还紧
张。”坐在一旁的妻子笑
着说道：“ 2 元钱，怎么就

能中了 1 5 0 0 万元大奖，
这太不可思议了，当时我
还以为他骗我呢。”

中奖后的夫妻俩已
经对未来的生活有了初

步的打算，看得出体彩已
经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
分，只要参与就有希望，
小小的投入，也许就换来
意想不到的惊喜。(李莉)

“超级大乐透”即开票 100 万头奖诞生！

“来兑奖啦！大乐透 1 0 0

万！”
来的这位并不是“超级大

乐透”电脑彩票的中奖者，而是
一位戴着墨镜、手持一张“超级
大乐透”即开票的济南小伙子，
也是这款新票的山东地区的第
一位 100 万中奖者！

小伙子十分健谈，一坐下
就打开了话匣子：“我一直对大
乐透情有独钟，所以体彩即开
型彩票一推出这款新票我就迫
不及待地想试试手气。趁着还
没中出大奖先下手为强啊！”据
小伙子说，平时他都在等待 11

选 5 开奖的间隙刮即开票，并
且一般都刮新上市的票，因当
天投注的 11 选 5 任选 5 中了 8

倍，就决定来一包“超级大乐
透”庆祝一下。刮到第 25 张的时
候，中奖号码 3 下面显示出了
￥ 1,000,000 ！“刮票之前我就有
种预感，觉得自己会中个大的！
所以当看见这个突如其来的大
奖时，自己很平静，观察了一下
周围也没人注意我，就拿着这
张大奖票和剩下的五张票出了
投注站。剩下的五张票就不刮
开了，留着做个纪念！”

刚一上市，“超级大乐透”

即开型彩票就备受追捧，如今
我省中出首个 100 万大奖，可谓
是开门红，更多大奖在等待它
的主人。同时，顶呱刮大乐透联
合送惊喜也在火爆进行中：6 月
24 日至 7 月 21 日期间，彩友中
取周六开奖的大乐透七等奖即
有机会免费获赠面值 5 元的顶
呱刮即开票一张；刮 20 元“超级
大乐透”或 10 元、5 元“顶呱刮”
主题即开票，如单票中得 20 元，
即可获赠价值 3 元的大乐透追
加票一张。众多实惠和惊喜在
等着你，快去一展身手吧！

(朱德慧)

客源优势减弱，受品牌茶叶店冲击大

普通门面店换思路方才有活路
文/片 本报记者 李清

普通店生意遇冷

品牌店相对火热

7 月 7 日，正值周末，在位
于王府大街沿街的一家品牌
茶叶专卖店内，如织的顾客使
店内的 6 名销售人员忙得不
可开交。据一位管理人员表
示，自春茶上市以来，该店日
照绿茶的销量已经突破五千
斤，随着旅游旺季的来临，目
前订单还在不断增加。

相比之下，一些简易门头
房内的茶叶销售状况却不容
乐观。记者在走访了海曲中路
沿街 5 家茶叶门店后，发现四
家店的生意冷清。在山孚大酒
店对面的一家茶叶店内，店主
反映，今年的生意比去年冷清
了很多，大部分客户多是通过
朋友介绍而来，通过低价收购
日照绿茶作为企业的福利茶。

“虽然订单数量较多，但是由
于不需要进行包装，直接将散
茶打包发货即可，因此价格也
不贵，一般不超过 100 元/斤。”
店主说，而且随着国家倡廉政

策的影响，这样的“关系”订单
在逐渐减少。

知名茶企精心打造

火热地段品牌店

记者调查了解到，不少销
售人员表示，散客中 60% 的人
会选择中档茶叶。低档茶只占
25% ，高档茶占剩下的 15% 。因
此近两年来，一些大型茶企精
心打造好地段的品牌茶叶店，
且积极开拓中低档茶叶市场，
走“散客”路线，这给普通门店
以很大冲击。一品牌茶叶店的
销售人员说，现在店内比较热
销的都是 100-500 元的中档茶
叶。

不过，高昂的租金和过硬
的经营环境都需要强硬的财
力支持。据王府大街一家大型
茶企的门面店工作人员介绍，
受到该区域客流量的影响，店
铺经营的前两年并没有明显
收益，虽然近年来收益不断增
加，但没有前提的投入和等待
现在的情况就无从谈起。这是
普通门面房承受不起的。

另外，随着人们食品安全
意识的加强，更多消费者认可
更有口碑和品牌号召力的茶
叶使他们更放心。据北京路上
的一位大型茶企的销售人员
介绍，2011 年的时候固定客源
的比例占到总营业额的 70% ，
散客只占 30% ，而今年散客的
营业额增长到了 60% 。尤其是
旅游旺季给茶叶市场带来的
外地游客越来越多。

普通门店需要

改变经营模式
王先生在海曲中路的门

店已经经营 10 年有余了，主要
销售中低端茶叶，从 2011 年开
始，受一些知名茶企近两年来

拓展中低档茶市场的影响，王
先生明显感觉到销量比往常
出现下滑。

另外一家店铺的店主说，
“像我们这些小规模的经营厂
家的盈利空间必然受到挤压，
这是必然的。但是挤压不是抢
占，小厂家的盈利空间还是存
在的。”随后他向介绍，目前中
小厂商所面临的困难并非只是
大茶企的威胁，自身经营模式
的固化、单一和相对落后才是
普通门店生意冷清的主要原
因。

据他分析，中小茶商尤其
是小茶商没有单独的销售人
员，没有成系统的经营体系，
顾客源相对单一，如不及时改
变，生意很难好起来。

正值日照绿茶的销售旺季，日照市区的茶叶门头
房内生意红火冷清各不同。在没有独立商标靠卖关系
茶为主的普通门店受到政策和社会形势的影响，生意
比去年冷清了很多。而有独立品牌的大型门面店则生
意红火。业内人士说普通门西店需要改变原来客源单
一的情况，形成系统的经营模式。

“绿茶馆”栏目欢迎您来坐坐
日照是三大海岸绿茶城市之一。关注日照绿茶发展现状，解读市场动态和发展利弊，

本报专栏“绿茶馆”栏目开张了。我们将会用新鲜资讯和权威说法，解读日照绿茶做大做
强的产业发展之路，提供理性的绿茶消费引导。

日照绿茶是日照八大名片之一，日照特色产业。2013 年，“日照绿茶”品牌价值评估达
7 . 77 亿元，名列中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第 45 位。

我们将用笔和镜头，记录日照绿茶的点滴，“绿茶馆”欢迎来做客。您若有关于日照绿
茶的新闻线索，可拨打15898995273与我沟通。 (主持人:李清)

6 月 28 日，在日照第四届绿茶节到
来前夕，本报开通了“绿茶馆”栏目。栏
目一经开通，得到了很多热心读者的支
持。家住老城区的丁园合老人拨打记者
电话，讲述了他与日照绿茶的故事。

丁园合老人，1979 年至 1981 年期
间任日照县茶叶生产技术领导小组的
组长，主管日照绿茶的种植、管理、采摘
和加工等事宜。该小组是当时日照绿茶
比较权威的指导机构。

他介绍，日照绿茶刚被引进日照之
初，采用的是单行茶的栽种模式。与南
方成堆栽种的模式不同，单行茶需要 4

年生长期方能采摘。为了提前采摘给茶
农增加产出，茶叶生产领导小组的成员
曾在涛雒用一吨化肥换了半亩，专门用
于研究茶树的栽种模式。当时实验田里
采用单行、双行和三行的模式分别实
验，工作人员发现，三行栽种茶树成蓬
早于其他，但是茶树到了第四年由于行
边优势，中间那行的茶树会因为缺少肥
料和光照而枯萎。这样大家就确定了双
行栽种的模式，三年即能成蓬，同时各
行茶树都可以享受到最大的养分。

说到这里，丁园合老人骄傲地说：
“这种模式当时在全国都是比较科学
的，1984 年中国茶叶科学研究所来日照
验收了我们的成果，随后推行到了全
国。日照绿茶的茶叶生产对全国都是有
贡献的。”

丁园合讲述他的绿茶缘（一）

双行栽种模式的由来

本报记者 李清

在王府商业街的御青茶行，销售人员正给顾客推荐茶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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