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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历程和未来的方向

The Lott公司的业务就是销售梦想。虽然客户的梦想可

能永远不变，但他们玩的方式却始终都在改变。如今，

客户与我们品牌的互动方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

随着时间的改变，我们提供服务的方式也应该改变。为

了与客户保持相关，做到令人振奋，并在客户心目中占

据首要位置，我们不断付出努力，对交付“梦想”的方式

进行创新。

我们一直聆听客户心声，向客户学习，因此创建新的全

渠道计划。本零售商信息指南将说明这个新计划的设计

如何让客户和零售商都受益。 

全渠道计划是什么？

我们通过与主要合作伙伴协作，逐步发展为客户提供品

牌体验的方式。这个全渠道计划旨在提供更丝丝入扣的

客户体验，同时也为零售商带来一流的效益。这个计划

依据客户洞察，并且认识到，实体零售环境和数字零售

环境之间的关系对增进客户满意度和零售商回报来说至

关重要。

 

你们比任何人都更了解客户在店内的购买习惯，我们尊

重这一点，希望通过分享对客户在各个渠道如何参与的

知识，可以共同建立更全面的理解，知道如何能够在每

一个接触点都确保客户获得一致的体验。 

客户引领零售未来的方向
我们转变服务提供方式，就是为了了解客户，让他们掌

控未来。我们对他们行为背后的原因了解越多，就可以

为他们提供更好的体验。

以客户为导向的零售在于理解客户与我们品牌的参与方

式都各不相同。无论他们只喜欢面对面的接触，还是有

时觉得在自己家中玩起来更自在 － 对我们的许多客户来

说，从自己喜欢的零售商购买彩票都是这种体验的一部

分。因此，让我们确保尽可能为他们不断提供这种令人

难忘的体验。

我们希望实现什么目标？ 

我们希望提供无与伦比的零售体验。全渠道计划让客户

在多个渠道进行参与，有助于我们实现这一目标。我们

提供各种选择，帮助确保您的零售店、我们的品牌以及

我们共同的未来。这个新计划是从零开始开发的，旨在

帮助我们扩大客户群，提供回头客购买数量，最终实现

未来的共同发展。

零售登记客户 登记与数字客户

零售登记玩家
接受数字渠道
后的平均消费仅在零售店消费

的登记玩家的平
均消费

52% 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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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渠道客户的价值
我们收集的客户体验洞察清楚表明，客户喜欢拥有多个

渠道的购买选择。他们喜欢选择自己与我们品牌接触的

“让我们在每位
客户的左右。” 

方式、时间和地点。我们的客户分析表明，客户在现有

的所有渠道进行参与时更有价值。

1

Digital Only Retail Only

This information is given for illustrative purposes only and should not be relied upon as a representation or forecast of future 
performance or guarantee of benefits or remuneration available for individual retail agents. 

Retail & Digital

1.8x

2.9x

仅限数字 仅限零售 零售与数字

以上信息仅供说明，不得依赖为表示或预测未来的绩效或保证个别零售代理可以获得的效益或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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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客户有什么好处？

丝丝入扣的客户体验
我们的研究表明，客户想要的是两样东西 － 一是获得 

掌控，二是获得一致的体验。他们想要掌控自己购买彩

票的方式。大多数客户只在店内玩，有些客户喜欢App

应用程序，大多数客户两种都玩一点。这不在于将客户

推向网上，而是在于为他们提供在渠道之间无缝移动的 

自由。我们通过多个渠道提供产品，就能够在客户选择

的渠道上， 就能够做到无论客户在哪里购买，都为客户

提供统一、一致的品牌声音和体验。

我们无法掌控客户选择与我们品牌互动的方式和时间，

但我们能够做到的就是在每个渠道都在他们的左右， 

保持在他们心中的首要地位。

免费会籍以及更多好处
会籍现在免费，这对客户来说是一个好消息。这包括所

有会籍 － 既包括过期的会籍，也包括续新和新申请的 

会籍。免费会籍有一些明显的好处，其中之一就是有可

能增加登记玩家的人数。登记玩家在实体零售环境和网

上环境中都可以使用到会籍，就能够随时、随地购买。

这就意味着他们有更多的方式玩自己心仪的游戏，因此

一般来说比非登记玩家更有价值。 

免费会籍为我们更好地了解客户群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这些客户洞察让我们明白他们与我们品牌互动的方式、

时间和地点，并且根据这些信息为客户设计更佳的 

体验。会籍计划的改变为客户提供了以下更大的好处：

• 能够在App应用程序中使用会籍的方便

• 可以在网上 和应用程序上管理会籍和心仪号码

• 能够使用帐户资金在店内付款

• 自动参加所有登记彩票的奖励抽奖

• 能够追踪自己的消费情况

中奖通知
这个新功能将让零售商能够将非登记客户的手机号码输

入终端机中来登记客户的彩票，这样他们就可以收到通

过短信自动发出的中奖通知。在客户研究中，这是一项

受人喜爱的功能。短信通知服务还将通过应用程序或网

站来促进登记。中奖通知意味着客户得知自己是否中

奖，并且可以更快从您那里领奖。这就让作为零售商的

您有可能增加回头客前来零售店的次数。 

数字钱包
我们正在开发这项新功能，将数字环境和店内环境相 

结合，创建丝丝入扣的客户体验。一旦最终推出数字 

钱包，客户就可以使用自己数字帐户中的钱在店内 

购买。 

运作方式
在客户加入The Lott时，他们可以选择将奖金支付回到

自己的帐户。他们的帐户如同一个电子钱包，付回到帐

户时的奖金可以用来再次购买。这些资金不只可以在网

上使用，也可以在店内使用。在应用程序内设置的方法

非常简单。在Lott应用程序内设置和使用资金的程序将

非常简单。

请注意： 
Golden Casket将推出支票费，所有管辖区收费为$3.30。这项
收费将在今年晚些时候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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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零售商有什么好处？

让您做好成功的准备
零售商在我们的业务中占据核心地位。虽然我们的重点

放在优先考虑客户选择上，但与您密切协作有助于为我

们的客户提供引人入胜的体验。

这一发展表明了我们对促进增长的承诺，有助于确保零

售的未来。全渠道计划的设计不仅可以让客户受益，而

且可以为您的零售店带来更多的增长机会。支持全渠道

计划有助于您向客户提供多种购买方法，从而增大赚取

佣金的机会。这就是说，您将有多种方式获得回报。

绩效衡量 绿色 黄色 红色

现场考察 95%以上 90%-94.9%之间 89.9%以下

零售商网页（每周浏览一次） 95%以上 90%-94.9%之间 89.9%以下

What’s Hot @the Lott每周阅读一次 95%以上 90%-94.9%之间 89.9%以下

必修培训 已完成 已完成 未完成

拖欠付款 没有拖欠 没有拖欠 拖欠1次以上

违约(不含拖欠) 没有违约 没有违约 违约1次以上

参加路演 已参加 已参加 未参加

完成现场考察行动计划 5日之内 6-10日之间 10日以上

登记/非登记比例 1%以上 1%以上 0.9%以下

请注意： 
零售店在该周期的总体成绩取决于各个绩效衡量标准的最低成绩。 

例如：如果您有一个黄色评级和九个绿色评级，那么您在该周期的绩效评级就是黄色评级。

绩效报酬
建立这项计划是为了帮助您和您的零售店在今天和未来

都取得成功。为了让您的零售店获得最佳成功机会，

我们建议您充分参与我们的特许经营系统开展的一切活

动。通过达到以下绩效衡量标准，不仅您的零售店可以

受益，而且您也可以不断了解我们品牌和零售社区的最

新动态，与我们的品牌和零售社区保持联系。

衡量什么绩效？
在每个现场考察周期，我们将根据下述的每一项绩效衡

量，对每一家零售店进行评估。这些绩效衡量将构成计

算付给零售商的报酬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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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绩效测量的标准是什么? 

绩效衡量 标准

现场考察 零售店每个周期的现场考察分数。
• 95%至100% - 绿色
• 94.9%至90% - 黄色
• 89.9%以下 – 红色

零售商网页（每周浏览一次） 每周必须至少浏览零售商网页一次。 
每周浏览一次可获得以下评级：

• 95%至100% - 绿色(例如：在18周的周期中错过一周)
• 94.9%至90% - 黄色(例如：在18周的周期中错过两周)
• 89.9%以下 – 红色(例如：在18周的周期中错过三周以上)

请注意：对于桌面装置，新的零售商网页具有一定的电脑规格要求，需要
使用以下桌面浏览器： 

• Google Chrome (优选)
• Safari
• Internet Explorer （第11版本以上）
• Microsoft Edge – Microsoft为取代Internet Explorer而从

Windows 10起推出使用的重新命名的的浏览器 
• Mozilla Firefox.

对于移动装置，需要使用以下移动浏览器： 
• Google Chrome –Android (优选)
• Safari - Apple 
• Internet Explorer （第11版本以上 – Windows 8电话
• Microsoft Edge – Windows 10电话。

What’s Hot @the Lott（热门消息通讯） 
（每周阅读一次） What’s Hot @ the Lott（热门消息通讯）必须在发布七日之内阅读。

我们将按以下方法根据零售商的阅读情况来进行评级： 
• 每个周期95%至100% - 绿色 (例如：在18期中错过一期)
• 每个周期94.9%至90% - 黄色 (例如：在18期中错过两期)
• 每个周期89.9%以下 – 红色(例如：在18期中错过三期以上)

这也适用于任何特别期刊。

必修培训 完成每个周期的必修iLearn课程.
已完成 – 绿色
未完成 － 红色

拖欠付款 拖欠是指在指定时间指定银行帐户没有结算报告所示的欠付 
Golden Casket的金额。
没有拖欠– 绿色
拖欠一次或多次 － 红色

违反特许经营协议（拖欠付款除外） 没有违约– 绿色
一次或多次违约 － 红色

参加路演 参加每个周期的路演或现场直播的网络讲座。  
已经参加 － 绿色
没有参加 － 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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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 
零售店评级将归属于零售店ID，而非零售商个人。 

有关报酬支付程序的更多详情，请参阅零售店程序手册

(OPM)。

在现场考察周期中新开的任何零售店都将分配绿色零售

店评级，在第一个周期或其中部分周期相应获得报酬。

就绩效衡量、登记/非登记销售而言，在达到大于50%

的可比营业期之前，零售店在报告中获得的评级将为

N/A（不适用）。

现场考察行动计划 完成每个周期的现场考察行动计划所花的天数。 
• 5个工作日之内 － 绿色
• 6-10个工作日之间 － 黄色
• 10个工作日以上 － 红色

完成现场考察行动计划的日期将按照GBW向零售店分发Moment of Truth  
(MOT － “关键时刻”)报告的日期来计算。 

登记玩家/非登记玩家比例提高 零售店在该周期的登记玩家比例比上一个周期提高了1%。 
一旦登记玩家比例达到80%，零售店将保持为绿色评级，直到登记比例降到80%以
下为止。

如果存在未执行的已确认的公平工作现场考察结果， 

无论零售店在有关现场考察中获得的实际分数如何， 

零售店对现场考察绩效衡量都将评为红色。 

什么时候衡量？
对于按周进行的绩效衡量而言，绩效衡量将在每个会计

周（星期一至星期日）进行。其余的标准将在每个现场

考察周期进行衡量。现场考察周期的现行计划如下：

周期 开始日期 结束日期 周数

第3周期，2018/2019年 2019年4月1日 2019年6月30日 13

第1周期，2019/2020年 2019年7月1日 2019年10月27日 17

第2周期，2019/2020年 2019年10月28日 2020年3月1日 18

第3周期，2019/2020年 2020年3月2日 2020年6月28日 17

第1周期，2020/2021年 2020年6月29日 2020年11月1日 18

第2周期，2020/2021年 2020年11月2日 2021年2月28日 17

第3周期，2020/2021年 2021年3月1日 2021年6月27日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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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绩效衡量以及我们将如何评估绩效衡量的更多详情

将在零售商程序手册中说明。在相关现场考察周期中，

我们将决定对各个绩效衡量是给予红色评级、黄色评级

还是绿色评级。 

报酬会怎样？ 
作为改变报酬安排的一部分，销售乐透产品的收费将提

高到2%。

销售乐透产品的收费（见特许经营协议中的费用与收费

表）将根据零售店的绩效评级通过绩效调整特许经营费

用作如下调整：

(a) 绿色：销售乐透产品的收费将降低1%；

(b) 黄色：销售乐透产品的收费将降低0.5%；并且

(c) 红色：销售乐透产品的收费不会降低。 

佣金

每周特许经营费

扣除每周特许经营 
费后的净佣金

绩效调整后的特许经营费

扣除每周收费后的净佣金

潜在的净效益

现费率

绿色

9.3%

1.0%

1.0%

9.3%

8.3%

+1.0

新费率

黄色 红色

10.3%

1.5% 2.0%

2.0%

8.8% 8.3%

8.3%

+0.5% 0.0%

我们拟将这些变化纳入特许经营协议和零售店程序手册(OPM)，并在今后适当时候提供相关修订的更多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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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变化

作为推出新佣金率的一部分，以下产品的零售价格将会

增涨（需获得管理机构批准）：

• Saturday Gold Lotto

• Monday and Wednesday Gold Lotto)

• Oz Lotto

• Powerball

• Set for Life

• Super 66

刮刮乐和幸运彩票游戏的现价不变，因此佣金增涨不适

用于刮刮乐和幸运彩票。 

游戏

生效日期：  
2019年7月1日

现佣金率 新佣金率

代理佣金 
(需获得管理机 

构批准)

销售乐透产品 
的收费

代理佣金 
(需获得管理机 

构批准)

销售乐透产品 
的收费

Saturday Gold Lotto 9.3 % 1.1% 10.3% 2%

Mon & Wed Gold

Lotto
9.3 % 1.1% 10.3% 2%

Oz Lotto 9.3 % 1.1% 10.3% 2%

Powerball 9.3 % 1.1% 10.3% 2%

Set for Life 9.3 % 1.1% 10.3% 2%

Super 66 9.3 % 1.1% 10.3% 2%

数字佣金：您将获得什么？ 
我们新的数字佣金将与绩效报酬模式共同作用，为充分

参与特许经营系统的零售商提供回报。数字佣金依据在

多个渠道－店内、网上和通过应用程序－购买的客户的

参与程度发放。

运作方式
如果登记客户购买数字乐透产品，而且在同一周期还在

您的零售店购买乐透产品，那么您的零售店就有资格参

加全渠道数字佣金计划。这为您推动会籍登记提供了一

个主要理由。 

所适用的全渠道数字佣金率取决于您的绩效评级（绿

色、黄色或红色）以及您在经营所在管辖区零售销售额

中所占的比例。数字佣金根据您的评级计算的方式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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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绩效评级是黄色

• 玩家在零售店购买并且在同一现
场考察周期内在网上购买

• 根据该管辖区符合资格的产品的
全渠道数字销售额，计算现有的
总数字佣金池

• 根据零售店销售额在管辖区零售
销售总额所占比例，对全渠道数
字购买额应付的数字佣金率 
为1.0% 

如果绩效评级是绿色

•  玩家在零售店购买并且在同一现
场考察周期内在网上购买

•  根据该管辖区符合资格的产品的
全渠道数字销售额，计算现有的
总数字佣金池

•  根据零售店销售额在管辖区零售
销售总额所占比例，对全渠道数
字购买额应付的数字佣金率 
为2.0%

如果绩效评级是红色

• 玩家在零售店购买并且在同一现
场考察周期内在网上购买

• 根据该管辖区符合资格的产品的
全渠道数字销售额，计算现有的
总数字佣金池

• 根据零售店销售额在管辖区零售
销售总额所占比例，对全渠道数
字购买额应付的数字佣金率 
为0.0% 

数字佣金：您有可能赚取多少佣金？ 
在衡量周期各个管辖区所有全渠道客户的所有数字销售

额2%划入总收入分配池。 

以下举例说明您作为零售店（“零售店A”）有可能赚取

多少数字佣金。譬如说，您所在管辖区所有零售商的全

渠道客户在相关期间的总数字销售额为$1,000,000。

‘零售店A’的零售销售额占其管辖区所有零售销售额的

6%，$1,000,000的6%为$60,000。 

• 如果“零售店A”（在计算之时）的评级为绿色， 

他们对相关周期将获得$60,000的2%， 

即$1,200。

• 如果“零售店A”的评级为黄色，他们对相关周期将

获得$60,000的1%，即$600。

• 如果“零售店A”的评级为红色，他们对相关周期将

获得$60,000的0%，即$0。

上述举例仅供说明，旨在显示如何进行计算。这些例子

不代表或预测管辖区的总数字销售额或个体零售店所占

的销售额比例。对于零售或网上渠道未来的绩效无法做

出任何保证。 

如果您对这些信息或佣金计算方式有任何问题或疑虑，

请与您的商业发展经理（BDM）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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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通过总收入可以计
算出每位零售商有资

格获得的份额

[2] 对该管辖区的每
位零售商计算出零售

店份额

[3] Golden Casket
全渠道客户的数 
字渠道总收入

[4] 计算出每位零售
商的收入份额

零售店 ‘A’ 绿色评级
$1,000,000 x 6%

= $60,000

零售店 ‘B’ 黄色评级
$1,000,000 x 1%

= $10,000

零售店 ‘C’红色评级
$1,000,000 x 0.75%

= $7,500

[5] 计算出每位零售
商赚得的佣金

Golden Casket
零售总收入$1亿澳元

Golden Casket
数字渠道参与佣金池$1,000,000

零售店 ‘A’ 
$6,000,000销售额
= Golden Casket 
零售总销售额的6%

零售店‘A’有资格赚取Golden Casket数字渠道参与佣金池6%的佣金

零售店 ‘B’ 
$1,000,000销售额
= Golden Casket 
零售总销售额的1%

零售店 ‘C’ 
$750,000销售额

= Golden Casket 
零售总销售额的0.75%

$60,000 x 2%  
= $1,200

$10,000 x 1% 
= $100

$7,500
x 0%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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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渠道客户登记奖励
零售商还有更多的好消息。对于通过数字方式登记并且

在您的零售店激活的客户，您将获得他们通过数字方式

购买乐透产品的数额的1％作为奖励佣金。只要您是零售

店的业主，您就可以继续享受这些客户未来通过数字方

式购买乐透产品的奖励佣金。这种奖励付款安排为每个

零售商专属，不会转给随后的零售店业主。

运作方式
在您签下非登记客户来接受中奖短信通知时，奖励佣金

将根据客户和零售店之间的联系进行计算。如果客户在

您的零售店提供手机号码的四周之内在网上加入或通过

应用程序加入，而且您的零售店是他们登记接收中奖短

信通知的最后一个零售店，那么您就可以对该客户未来

通过数字方式购买乐透产品获得持续的奖励。客户只需

在一年内做出一次数字交易，即可激活这一安排。

如果有关客户在连续52周期间不再以数字方式购买乐透

产品客户，与该客户相关的奖励佣金付款就会停止。

取消DigiPOS收费 
DigiPOS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不但推动收入成效的提

高，而且还节省了零售形象区域内的场地和成本。  

今年，我们期望让更多零售店获得这一价值。 

从2019年7月1日起，DigiPOS屏幕 (仅限硬件)将与乐

透终端机一样视为乐透财产。Tabcorp将支付持续的合

理的维护费用，从2019年7月1日起将不再收取0.05% 

的DigiPOS收费。在截至2019年6月30日产生的任何

DigiPOS收费仍需支付。

请注意：Tabcorp将时刻保有DigiPOS设备的所有权，

零售商在任何时候都不得将设备转给他人。DigiPOS设

备不得用于非预期用途之外的任何用途。

这一方法将有助于确保客户获得始终如一的品牌体验，

并将使用新的内容，不断对整个零售网络的DigiPOS进

行标准化和维护。

零售商有可能获得什么节省？

大约：

• $8,000 （两个屏幕）

• $6,000 （一个屏幕）

• 取消0.05% 的DigiPOS收费

• 所有持续的合理的维护成本

如果您已经安装了DigiPOS，我们也有一些好消息

给您。Tabcorp计划按已付成本价格（按照供应商发

票）回购网络中已经安装的DigiPOS硬件。有关这

项工作的时间等更多详情将在日后确定。一旦回购之

后，DigiPOS屏幕仍将保持安装，但将在特许经营协议

下视为乐透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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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商的好处一览
今年将实施很多改变，但对零售商来说，令人欣喜的是

每一次改变都是帮助发展您的零售店和底线效益的一次

机遇。

以下是您可以获得的好处一览：

• 对特许经营费进行绩效调整，根据您的零售店的绩

效评级最高可达1%

• 有可能对渠道客户赚取数字佣金

• 有可能对登记参加The Lott会籍计划的客户赚取 

奖励

• 取消0.05% 的DigiPOS收费

• Tabcorp将提供DigiPOS硬件 (两个屏幕最多可节

省$8,000)

• Tabcorp将负责维护DigiPOS设备

以下以2018财年周平均销售额(AWS)为$22,000的零售

店为例，说明一旦实施这一模式会发生的情况。

这一例表以及其中使用的数字仅供说明，并不代表或预

测个体零售店所获得的好处。这些好处仅为估计，实际

的效益可随零售店而不同。对于零售或网上渠道未来的

绩效无法做出任何保证。我们建议个体零售商使用自己

的实际历史销售数据来计算这些改变的潜在影响。

如果您对全渠道计划的潜在财务效益有任何问题或疑

虑，请与您的商业开发经理（BDM）联系。

1. 佣金类游戏价格上涨
需获得管理部门批准

零售商对所有游戏（刮刮乐和幸运彩票除外）的零售销
售额的佣金将增加1%（增至10.3%）

$10,110 $4,712
- $686

这是因为不再有
玩家卡佣金

2. 零售店绩效评级 
和特许经营费

对乐透产品（玩家卡除外）的销售的收费将增至2.0%

绿色评级、黄色评级和红色评级的零售商将分别获得 
1%、0.5%和0%的绩效调整后的特许经营费

3. 全渠道数字佣金
零售商将对全渠道客户的数字销售额获得佣金。 
建模使用的数字根据的是当前的全渠道客户情况

$1,490 $745 没有佣金

4. 全渠道登记奖励
零售商若激活客户登记成为会员的申请，只要该零售商
拥有其零售店，便可对该客户所做的全部数字购买额获
得1%的佣金。

$19 $19 $19

 5. DIGIPOS  

每年0.05%的DigiPOS费将予以取消，Tabcorp将回购
DigiPOS硬件（一次性）。

Tabcorp将免费提供持续的维护。

每年$576
$5900（一次性
回购）

$576
$5,900

$576
$5,900

零售商的净效益
零售商的净效益
以高于目前水平的百分比（%）显示

$12,195
+10.3%

$6,052 +5.1% -$91



15

帮助我们一路领先的合作伙伴

The Lott知道我们计划的成功取决于我们与企业和协会大力开展协作。他们为实现这一精彩的计划做出了很大的贡

献和支持，在此向他们表示非常感谢。

• 澳大利亚彩票和售报商协会(ALNA)

• 彩票零售商协会(LRA)

• 维多利亚州售报商协会(VANA)

• GBW

*南澳州零售店
现阶段无法向南澳零售商推出这一计划。目前，我们正在与管理机构机构和政府协作来明确这一方法，以便未来可以

将南澳州的零售商纳入其中。我们鼓励南澳州的所有零售商了解全渠道计划，了解如何对未来取得成功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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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须知

管理机构批准

全渠道计划的不同部分（包括产品价格和佣金率的改变）仍需获得不同的管理机构批准。因此，虽然我们有意按本报

告详述的形式开展全渠道计划，可能需要对全部或部分方案做出改变。一旦我们与管理机构的接触取得进展，我们将

不断为您提供最新情况。

特许经营协议

全渠道计划所考虑做出的改变（包括报酬和DigiPOS）需要对您的特许经营协议做出修订。在全渠道计划发布之

后，我们将与您联系，为您提供有关对特许经营协议做出的这些修订的更多详情。 

免责声明

本报告可能含有“前瞻性声明”。‘预计’、‘相信’、‘预期’、‘预测’、‘预报’、‘估计’、‘或许’、‘有意’、‘应该’、‘可能’、 

‘可’、‘目标’、‘计划’等词语以及其它类似术语旨在标明前瞻性声明。有关财务状况、绩效及可能效益的提示和指导

也属于前瞻性声明。本报告所含的任何预测或其它前瞻性声明都存在已知和未知风险以及不确定因素，并可能涉及对

未来事件的很大部分的主观判断和假设，而这些主观判断和假设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是错误的。此类前瞻性声明不

保证未来的绩效或效益，并涉及已知和未知风险、不确定因素以及其它因素，其中许多风险和因素超出Tabcorp的控

制范围，并可能造成实际结果、报酬水平或效益与该声明中明示或暗示的结果、报酬水平或效益具有实质性的差异。

我们无法保证实际结果不会与这些声明具有实质性的差异。请您注意不要对前瞻性声明做出不应有的依赖。

本报告所提供的信息（包括示例和数字）仅供说明，不应依赖为（并且不）表明个别零售店未来的绩效或保证可以获

得的效益或报酬。这些声明仅为估计，实际的效益可随零售店而不同。本报告所含信息具有一般性质，由Tabcorp

善意制作并且采取应有注意，但Tabcorp和其他任何人都不对本报告所含声明或信息或者任何零售店未来的绩效做出 

表示、担保或保证。本报告的任何部分都不应构成任何合同或承诺的基础。

 

对于任何人依赖这些信息，并可能因为该信息而直接或间接遭受或产生的任何损失或损害，Tabcorp在法律允许的程

度上概不承担一切责任。这一部分不会影响您在澳大利亚消费者法律下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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