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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福 彩 站 主 幸 福 故 事

灵机一动
多买了一张彩票

刘先生出示的中奖彩票显示，
双色球第2017103期，他购买了两
注号码，分别予以了两倍倍投。这
两注号码相差只有一个红球，一看
就是经过了一番精心挑选与斟酌。
最终，这张彩票一共包揽了当期2

注头奖和2注三等奖，奖金共计
1480万余元。

“这张彩票是我灵机一动，
临时购买的，属于计划外。”刘
先生说，自己是双色球多年忠

实粉丝，购彩也非常理性有计划，
每期投注不超过20元。9月3日

当天，刘先生原本已经在常去的投
注站购买了两张双色球彩票，离开
之后，却隐隐觉得有些不对劲，便又
走进附近另一家投注站，将原来的
其中一张彩票上的号码稍作改动，
购买了一张新的彩票。

“我事先研究了走势图，觉得近
期很有可能出全奇号码。”刘先生分

享了自己的选号心得，“01、11、21、
31”这组全奇同尾号他早就观察已
久，断断续续追了100多期，这次突
然感觉来了，自己又在此基础上稍
微做了些改动，没想到真的命中了
大奖。

心情迫切
拉货间隙核对奖号

刘先生说，自己是一名货车司
机，开奖当晚刚好轮到上夜班。9
月4日凌晨时分，在拉完一批货并
顺利卸下之后的间隙，他立即掏出
手机核对了当期的开奖号码。“我一
手拿着手机，一手拿着彩票，看了又
看，看了又看，简直不敢相信。”刘先
生说。

平复心情之后，刘先生顺利干
完了当天的活儿，回到家里，赶紧摇
醒了还在沉睡中的老婆。“我们这辈
子算是有着落啦，就算不干这拉车
的活儿都行了！”老婆对他嗤之以
鼻：“说什么鬼话，难道你还中奖了

不成？”“对啊！就是中奖啦！”
昨日，兑完奖后，刘先生说，当

务之急是用这笔奖金给刚刚成家不
久的儿子买套房子，其余的慢慢再
做打算。

货车司机领走双色球1480万元大奖

铜梁区福彩 40210006 号站，
面积70平方米，位于铜梁区的一个
小巷之中。该站周围没有大型商圈
和小区，但是通过站主廖少飞的经
营，销量来源十分稳定并处于不断
上升之中。去年，福彩40210006
号站的年销量达到了450万元。

“过去我干过各种各样的工作，
都不是很稳定，直到和老婆结婚、孩
子出生，才促使我走上了福彩这条
路。”廖少飞说。

廖少飞今年30岁出头，看上去
还只是一个年轻小伙。他回忆，十
多年前自己在铜梁念中学，因为沉
迷电脑游戏导致成绩下降，家里经
济条件也不好，就此与大学校门无
缘。由于文化水平不高，社会经验
也不多，最初只能在快餐店打工，工
资800元/月，每天朝八晚十，他第
一次体会到挣钱不易。

再后来，廖少飞又先后在KTV
里做过服务员，在理发店里做过洗
头工和发型师，阅历一步步积累，人
也渐渐有了目标，但收入水平却并

没有很大提升。“2010年，我24岁，
认识了现在的老婆，交往1年后结
婚，也有了孩子。这时候才开始真
正感受到经济带来的压力。”廖少飞
回忆，那时候夫妻俩都是打工仔，自
己一个月收入才1200元左右，妥妥
的月光族，别说实现理想的生活，给
孩子凑足奶粉钱都够呛。

2012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一
个亲戚找到廖少飞，让他帮忙看管
自己的彩票店。“这简直是从天而降
的一个机会，免费经营、没有投入、
每月分成，解决了我们一家三口温
饱的大问题。”廖少飞说，那是他第
一次做彩票销售，但运用之前在各
行各业学来的经验和销售技巧，也
做出了一些成绩。第二年，亲戚干
脆将店转让给了他。

接手之后，廖少飞将这家福彩
投注站从快开店升级成为了自助
店，装修档次、舒适度大大提升，顾
客群也得到了扩大，再加上销售手
段的创新，逐渐打破了投注站的销
量颈瓶。“福彩带给我的东西太多

了。接触福彩前，我可以说一无所
有，连养家糊口都很困难。接手这
家投注站之后，它支撑了我们一家
人的生活，让我不仅成家，还立了
业。”廖少飞说，当初的店面转让费、
装修升级费用，加起来一共有十多
万元，都是欠着亲戚朋友的，如今不
仅全部还清，他们一家还买上了车
子、房子，而所有的钱，全都是通过
对投注站的悉心经营而来，“齐心协
力守好这个夫妻店，让孩子衣食无
忧地长大，得到好的教育，就是我们
一家人理想的生活。”

年轻站主廖少飞：福彩助我成家立业

好消息！由重庆福彩特别打
造的全免费公益创业培训——“梦
想学院”2017年第四期将于近日
正式开班啦！报名时间只有两天，
分别为 9月 14日和 15日。一共
160个名额，报满为止。

据市福彩中心相关负责人介
绍，福彩“梦想学院”本期培训时间
为9月23日至24日，为全脱产培
训，希望报名的学员调整好自己的
时间。市福彩中心将邀请专业讲
师对学员进行创业指导培训，初审
合格的学员通过培训、考核、站点
实习、复试、面试等环节，即可获得
由市福彩中心提供的投注站建站
资格。培训不收取任何费用，授课
期间，市福彩中心还将免费为各位
学员提供午餐。

此外，为更好地帮助大家轻松
创业，今年市福彩中心还推出了可

观的扶持政策。首先是在创业选
址方面，市福彩中心为各位创业者
推荐了200个颇具市场潜力的黄
金建站路段，覆盖主城、渝西、渝东
北、渝东南等多个区县的核心商
圈、新兴工业区或居民区。其次，
通过“梦想学院”培训、在这200个
黄金路段建站并通过验收的创业
者们，将有机会获得“创业绿卡”一
张。单张“创业绿卡”包含最高
86000元的创业现金补贴。

据了解，本期接受报名的总人
数为160人，其中网络报名80人，
电话报名80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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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报名：http:
//mxxy.cqcp.net；电 话 报 名 ：
67508888。报名时间为9月14日
至 9月 15日 9:00至 18:00，报完
为止。

福彩“梦想学院”创业大门又开启
建站最高享8.6万元补贴
限定160个席位！9月14、15日可报名！

双色球
送出4注千万头奖

9 月 10 日晚，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
戏进行第2017106期开奖。当期双色球红
球号码为12、15、20、25、27、31，蓝球号码为
02。当期红球号码大小比为4:2，三区比为
0:3:3，一区断区，奇偶比为4:2。其中，红球
开出两枚隔码 15、20，两枚重复号 12、25，
一组同尾号15、25，两枚斜连号25、27。

当期双色球头奖 4 注，单注奖金为
1000万元，分落4地。其中，河北1注，吉林
1 注，福建 1 注，湖南 1 注。二等奖开出 82
注，单注金额 30 万多元。其中，浙江中出
14 注，排名第一；上海中出 10 注，排名第
二；福建中出 9 注，排名第三；山东、广东
（不含深圳）各中出7注，并列排名第四。

计奖后，双色球奖池金额为4.21亿多
元，今晚彩民朋友将有机会2 元中得1000
万元。

据介绍，2010年，重庆福彩开创了国内
彩票投注站建站模式的先河，启动了“梦想
学院”，旨在通过对投注站申请者进行培
训、考试及筛选，进而寻找一批热爱福彩公
益事业、有创业梦想、高素质的创业者，协
助培训合格学员设立高质量的福彩投注
站，推动福彩事业的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福彩创业门槛低，
且无需进货，不用上税，近年来，许多大学
应届毕业生、都市白领等，都开始瞄准福
彩，将其作为初次创业的首选。开办 7 年
以来，“梦想学院”已经成功助力上千人走
上创业之路。

梦想学院
7年助千人成功创业

学院简介

彩市快讯

市福彩中心工作人员展示中奖彩票

时隔一周，渝
北区双色球1480
万元大奖得主终于
浮出水面！昨日，
大奖得主刘先生
（化姓）现身市福彩
中心，兑走了奖
金。

廖少飞当选2016年重庆福彩销售师

可以发现，家家
悦的每股收益，在 14
家超市上市公司中
最 高 ，每 股 收 益 为
0.57 元，其市盈率仅
为 28.39 倍。2017 年
上半年，家家悦净利
润为 1.43 亿元，同比
上涨13.33%。

另外，像中百集
团、北京京客隆等，
也都是市盈率相对
较低、业绩较好的个
股。

最具投资潜力公司排名

净利润增长最快的公司排名 就净利润增长幅度看，今年上半年，增
长最快的是中百超市，虽然净利润仅为
1.39亿元，但相比去年同期，净利润增长了
319.32%。不过，这样的增速，并非源于中
百集团主营业务做得出色，而是因为在本
报告期，中百集团完成资产证券化中江夏
中百购物广场的相关资产权益转让事宜，
增加税后净利润约为1.81亿元。当然，也
包括中百集团毛利率有所提升、费用管控
力度加大等。

排名第三的是华联综超，净利润增长
幅度为196.16%。不过，和中百集团一样，
华联综超净利润增长，也主要是因为出售
子公司股权获得投资收益。

净利润增长幅度排名第四为永辉超
市，增幅为 53.31%，增长如此之快，主要
是因为永辉超市新店发展及存量店同店
增长所致。

最会赚钱的公司排名 可以发现，不管是从营
业收入还是从净利润来看，
在 14 家超市业态的上市公
司中，高鑫零售和永辉超市，
遥遥领先于其他超市上市公司。

需要说明的是，高鑫零售
旗下拥有大润发和欧尚。

其中，2017年上半年，高鑫零售的营
收为540.8亿元，净利润高达18.98亿元。而
永辉超市的营收为283.17亿元，净利润为
10.18亿元。而净利润排名第三的步步高，
2017年上半年净利润仅为2.11亿元，仅为高
鑫零售净利润的一成左右。另外，在14家超
市上市公司中，人人乐是唯一一家出现亏
损的公司。2017年上半年，人人乐净利润
亏损高达 1.35 亿元，亏损额度已经高过 8
家超市在2017年上半年的净利润。

数据来源：Wind资讯

相关数据显示，
上半年全国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同比
增长 10.4%，限额
以上零售业单位中
的超市、百货店、专
业店和专卖店零售
额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6.3% 、 5.8% 、
10.0%和7.4%。同
时，上半年全国百家
重点大型零售企业
零售额累计同比增
长 3.1%，增速相比
上年同期提升了6.3
个百分点。这预示，
线下零售业出现了
明显的复苏。

“这些企业上半
年利润出现可观增
长，与其积极调整门
店业态，对老店进行
改造升级，增加更多
新门店的全新体验
性业态，理性干脆地
适当关闭长期亏损
的门店息息相关。”
某不愿具名的业内
知名人士表示，比如
中百在近几年时间
做出不断的关店、调
整的决策并果断地
执行，是其对市场具
有前瞻性和革命性
意识的表现，这也是
中百能跻身零售大
潮并持续成长的重
要因素。

另外，像卜蜂莲花，目前在重
庆有三家门店，门店数量相比其
他城市来讲，排名第五。不过关
于卜蜂莲花重庆分店的具体盈利
情况，目前公告暂未公布。不过，
从整体来看，今年上半年，卜蜂莲
花的营收为49.83亿元，同比下降
6.34%，而净利润为 1.05 亿元，同
比上涨264.21%。

卜蜂莲花重庆相关负责人介
绍，2016年至今，卜蜂莲花重庆三
家门店实现了从“两亏一盈”至

“两盈一亏”跨越式的转变，目前，
在龙湖、日月光、洋河三家店中，
只有洋河处于“略微亏损”。

“这得益于从 2017 年 1 月底
开始对超市内商品的优化、全新
业态的引入及宣传方式的突破。
预计最早2018年上半年就可以实
现三家店全线盈利的目标。”该人
士坦言，今年开始，卜蜂莲花大幅
度调整商品结构，增加进口、精品
商品的引入，同时对老旧包装及
不知名品牌进行淘汰，使人流量
猛增近10%；由传统传单、硬广等
宣传转变为公众号等新媒体宣传
方式也使宣传成本骤降 25%以
上。

永辉超市，成立于2001年。成
立后短短三年时间，永辉超市就在
重庆开了自己的第一家门店，这是
除了福建这个“大本营”之外，永辉
超市第一次在外省“扎营”。如今，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永辉超市在全
国已经有549家门店，而在重庆，截
至今年上半年，总共有108门店，门
店数量仅次于福建省。

而从业绩来看，今年上半年，
永辉超市重庆分公司营业收入为
62.47 亿元，净利润为 2.93 亿元，
占 公 司 合 并 净 利 润 比 例 高 达
27.79%。

除了深耕主营业务外，重庆
永辉超市还积极进行股权投资。

今年7月10日，中百集团发布
公告称，6月1日至7月7日，重庆永

辉超市有限公司通过深交所集中竞
价交易系统，买入中百集团股票
3405万股。本次增持完成后，永辉
超市及其全资子公司重庆永辉、永
辉物流有限公司累计持有中百集团
1.7亿股，占其总股本的25%。

而截至今年1季度，中百集团
第一大股东武汉商联与其一致行
动人（武汉华汉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共持有31.99%的股份，双方持
股差距不到7%。

如今重庆永辉超市的再次举
牌，长江证券高级投资顾问张明
斌认为，永辉想要谋求控股权很
有可能，但也有可能永辉是想通
过收购中百，借机进入湖北市
场。另外，武汉的地理位置优越，
这也方便永辉进行战略扩张。

中百集团，成立于1989年。作
为中西部地区连锁规模、商业网点
最多的大型现代化商业公司，如今
中百集团的连锁网点多达1057家，
而主要分布的地区除了湖北以外，
就数重庆地区。实际上，自从2005
年在重庆成立第一家中百仓储，如
今，中百集团在重庆拥有31家中百
仓储超市，除此之外，还有数不清的
罗森便利店……

不过，从业绩来看，中百集团
主要的营业收入，其实还是来自
湖北地区，重庆地区只占了很小
一部分。今年上半年，中百集团
实现营收 77.02 亿元，同比下降
4.01%，而净利润为 1.36 亿元，同
比上涨318.09%。

从区域来看，中百集团的湖
北市场实现营业收入75.55亿元，
虽然同比下降3.82%，但占公司总
营业收入的 98.10%，而重庆市场
实现营业收入 1.46 亿元，占公司
总营业收入仅为 1.90%。值得注

意的是，相比去年同期，中百集团
的重庆市场营收还同比下降了
12.71%。

而近3年来，中百超市关店消
息屡传也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
而这个消息也在中百重庆方相关
负责人处得到证实。

该人士透露，社区型门店的
部分关闭是事实，这也是出现营
收同比下降的主要原因。近年
来，中百超市在重庆着力对社区
型门店进行调整，其中包括对合
同到期的门店进行关闭、店面过
大的门店进行“浓缩”、重点商品
的梳理上架及部分商品的广泛淘
汰。2016 年 5月开始，中百超市
大卖场已经开始与永辉超市进行
合作，截至2017年7月，中百重庆
范围内总共 21 个社区型门店和
10个大卖场里的 5个已经盈利。
而剩余5个还未实现盈利的大卖
场，该人士也表示将在2017年底
实现全线盈利。

专家分析

零售业的复苏
是供需无缝对接
的另一种体现

大幅度调整、歇业整顿、关店……近年来，超市业态企业在经济大潮里的发展可谓
风云变幻，但对于任何一家上市企业，资本市场都总有着自己的量尺。今年上半年
超市业态全国14家上市企业财报显示，永辉超市、高鑫零售市值遥遥领先，人

人乐成唯一亏损公司。
而对于这14家超市业态企业来说，离我们“最近”的永
辉、人人乐、中百、卜蜂莲花等超市有哪些如我们所

见，稳健发展；又有哪些“低调”得让人暗里
“着迷”？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张蜀君 见习记者 胡维

永辉超市重庆分公司净利润为2.93亿元

中百集团实现营收77.02亿元

卜蜂莲花营收
同比下降6.34%

超市业态14家上市企业上半年财报出炉

高鑫零售最会挣钱 要投资得看家家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