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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WAY 暨富士生物公司

佣金及红利
销售佣金

Richway暨富士生物公司提供多项具竞争性价格
商品。独立销售员从销售Richway暨富士生物产
品的个人销售业绩可以获得可观佣金。

业绩券红利

业绩券是颁发给独立售货员的另一红利形式，
自己使用或用于你自己的业务。业绩券与礼券
相似，可以直接发给产生个人销售业绩之独立
销售员。
► 当你拥有5张业绩券时，你可以换最多10项
Richway暨富士生物的产品。
差额可以兑换现金。

佣金与红利

► 在业绩券背书后可以转让给其他独立销售

员。

► 任何业绩券用剩部分不予记点或找零。

► 接受电邮或传真提交订单(无须纸张订单)。
► 欲知详情，请参阅业绩券条款和细则。

双元红利

双元红利由独立销售员的架构的每一分支(脚)
的点数来决定。一旦你达到黄金主管销售员或
更高的级别，你就符合领取双元红利的资格。
每一个营运中心都可以获取$400, $800 或
$1200 双元红利。但是你可拥有的业务中心数目
则无上限。因此，你可以赚得无限的双元红利！

赞助双金红利

训练与养成独立销售员是我们企业的基础。在
你赞助两位伙伴成为黄金主管时，你将获取价
值$400的业绩券。这一方案针对翡翠主管或更
高级别。
► 私人购买业绩

(PPV):
PPV是你私人订单的销售总和。

► 个人销售业绩

(PBV):
PBV 是你赞助的客户订单的销售总和。
► 团队销售业绩 (GBV):
GBV是私人订单和你个人赞助的客户订单销售的业绩总和。
► 销售业绩

(BV):
BV是为了确认资格以及计算佣金和红利而订定的一个业绩数
值。(请参阅Richway暨富士生物网页关于BV酬金图表的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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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主管级的红利

当你成为黄金销售员，你可以领取额外的$200
业绩券。

翡翠主管级的红利

当你成为翡翠主管时，你可以再领取额外值
$200的业绩券。

钻石主管级红利

在你成为钻石主管时，你会领到额外的$400业
绩券。

皇家级红利

在成为皇家主管时，你会领到额外的$1,000业
绩劵以及$2,000的现金。

汽车津贴方案

这一方案由RICHWAY暨富士生物公司协助你购
买你的心目中理想汽车。汽车津贴方案适用于
钻石主管独立销售或更高的级别。

办公室支援方案

佣金与红利

你是否曾梦想要有一间开会、训练独立销售员
伙伴和展示产品的办公室？透过我们的办公室
支援方案可以轻易实现。这一方案适用于钻石
主管和皇家主管。

皇家红利库

皇家红利库是符合皇家资格的利润共享之优良
机制。

$3000, $6000, $8000 和
$10000 钻石会现金红利

$3000, $6000, $8000以及$10000的钻石会现
金红利
钻石会会员直接赞助两位钻石主管、16位黄
金主管、8位翡翠主管、或者4位钻石主管，
可以符合挑战领取$3,000, $6,000, $8,000 或
$10,000特殊红利的资格。

专业BIO MAT的特别折扣
► 退伍军人折扣

(只限美国顾客)
退伍军人购买专业的BIO MAT时我们特别提供$100折扣，以

此表达我们对他们曾经为国家服务的敬意。
► 医护人员折扣 (只限美国顾客)
有执照的医护人员在购买专业的BIO MAT时也有$100折扣，

以感谢他们救死扶伤造福人群。
* 退伍军人折扣和医护人员折扣两者不得併用。(只限美国顾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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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元奖励模式
? 何谓双元奖励系统？

双元奖励系统是一个行销配置架构，它的特征包括营运中
心及其左右分支（腿）。当业务成长起来，未来任何一个新的营
运中心就由这两条腿衍生出来。这些新的营运中心也将会有两
条腿以同等方式继续成长壮大。Richway暨富士生物的双元奖励
系统独到之处就是它提供无限下延的业务发展潜力。这样的架
构规划透过双元奖励系统提供盈余增长的机会。

? 何谓营运中心？

营运中心是一个能够产生盈余
之个人的双元奖励结构。每一个营
运中心都有左腿和右腿。透过营运
中心的运作，把你安置于Richway暨
富士生物公司现有的双元奖励结构
中。你的赞助人会将你安置于他们
的行销组织中，正如你也会安置你
的客户和独立销售员于自己的行销
组织中。排列位置为永久性的。

双元点数将在该营运中心所连结的每一个行销组织内向上传
递。这些点数累积到指定点数时可以兑现。双元点数有利于活
跃的营运中心。假若营运中心超过180天无任何业绩活动，所有
剩余的点数归零计算。

? 双元红利细节

双元红利依靠Richway暨富士生物所提供的市场网络营运
计划。它藉着产生盈余而激发行销组织的成长。双元红利将在
个人营运中心的左右两边累积到一定的双元点数时支付。营运
中心的拥有者基于他们所达到级别(亦即黄金主管、翡翠主管、
钻石主管以及皇家主管等级别)而支领双元红利。

? 每个营运中心每週都可得到双元红利：

左腿

右腿

? 如何取得营运中心？

当你售出或购买价值$500或以上的公司认可产品($500私
人购买业绩/个人销售业绩)时，你的行销组织内马上形成一个
营运中心。

黄金主管：每週每个营运中心左右两边各达到至少6点可
获$400双元红利.
翡翠主管：每週每个营运中心左右两边各达到至少6点可获
$400双元红利，又或者每个营运中心每週左右两边各达至少12
点可获得更高的$800双元红利。
钻石主管：每週每个营运中心左右两边各达到至少6点可获
$400双元红利，或每个营运中心每週左右两边各达至少12点可
获得更高的$800双元红利，又或者每个营运中心每週左右两边
各达至少18点可获得最高的$1,200双元红利。
6

? 营运中心如何置入双元奖励结构？

如何排列新的营运中心完
001
全取决于独立销售员。第一个营
运中心编号为“001”。其后形成
的营运中心编号为“002、003”等
等，可以随意置于右脚或左脚。
002(左)
003(右)
双元奖励结构的形状看似一个倒
置的“V”状。在下订单时，只需告
知你想要新的营运中心如何排列
位置。假如不确定如何排列，可
以在订单的排列栏写上”最佳安
倒置“V”状
置”，我们办公室会替你决定新营
运中心最好的排列位置。未标明排列位置的订单会被放在(其1)
客户编号为001营运中心的最佳位置(现有客户)，或(其2)赞助者
编号为001营运中心的最佳位置(新顾客)。请注意，所有的排列
位置都是永久性的。此外，每次订单交易只能有一位独立销售
员及一位采购者。

? 何谓双元点数?

双元点数是以个人营运中心用来累计红利支付的参数。当
独立销售员每达到$500公司认可产品销售时，该独立销售员的
行销组织会得到一个双元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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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左

6:6 = $ 400
12:12 = $ 800
18:18 = $ 1200

12
18

右

12
18

? 双元点数重设

超过180天(6个月内)无业绩活动的营运中心，其左右两腿
的点数将归零。活跃的营运中心是指其左腿或右腿的双元点数
在180天内有所变化。非活跃的营运中心是指180天内左腿或右
腿的点数无变化。一旦非活跃营运中心的双元点数有变化，该
营运中心会有另外180天的延长。基于这项180天延长的规定，
最短重设期为6个月，最长重设期为12年。
* 注意: 每条腿最高能够累计的双元红利点数是18点。多出的点数不得累
积或转接。一旦某营运中心的一条腿达到极限18点，多出的点不得算作
双元点数的变更。
* 我 们 极 力 推 荐 将 你 的 订 单 透 过 R i c h w a y 的 后 勤 办 公 室 ( w w w.
richwaybackoffice.com) 递交 或者提早数日提交订单，以便一旦出现问
题(拒绝付费、排列错误、文件 不全等等)能避免错过周末截算日及双元
点重设等时限。Richway对于因上述事例而错过周末截算日和双元点重设
等事宜一概免责。

双元奖励模式
产品售出后，会如何？

在售出产品后，该销售将产生如下效应：
► 产品交付买主
► 销售佣金交付独立销售员
► 业绩劵交与独立销售员
► 双元点数上传至与买主连结的所有上线共同分享
► 每满$500私人购买业绩/个人销售业绩，买主即可成立一个新
的营运中心。
* 某些产品不能作为申请佣金、红利或(及)双元点数计算。
欲知详情，请参阅 奖励表细节。

多个营运中心 = 多重收入来源

独立销售员每周可以领取来自于多个
营运中心的双元红利。
18 点 ►
所以说收入是无上限的。

001

◄ 18 点

002(左)

003(右)

举例：

►

点

►

18

18

点

►

◄
点

18

18

点

►

18 点

◄

一位黄金主管拥有三个营运中心，
每个营运中心都有至少
18/18的点数。
这位独立销售员
每週可以领取他拥有的
三个营运中心的红利。
3 x $1,200.00 = $3,600.00

截算时间
美国办公室:

订单限定於夏威夷标准时间每星期五早上 5:59截算。
订单 限定於夏威夷标准时间每星期六晚上 11:59截算。

► 每週非网路*
► 每週网路*

欧洲办公室:

► 每週非网络* 订单限定於欧洲中部标准时间或欧洲中部夏令时间星期

五下午 3:59截算。

► 订单以电子邮件或传真电文：

richwayeuropenl@gmail.com 或 31-(0)20-658-6142
奖励及红利一般在订单处理的截算日过后的两週内转账。
* 非网络 = 经由信件、电子邮件、传真电文、购物车、
复制网站等传送的订单。
* 网络 = 仅限经由Richway后勤办公室
(www.richwaybackoﬃce.com) 所下的订单。
截算日期随时会有变更。公司官方网站会宣布任何变更。
* 我们极力推荐 提前经由Richway后勤办公室 (www.richwaybackoffice.com)递交订单以免万一
出现问题(拒绝付费、排列错误、文件不全等等) 能避免错过周末截算日及双元点重设等时限。
Richway对于因上述事例而错过周末截算日和双元点重设等事宜一概免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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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级别
1 独立销售员

2 团队（销售员）

加入我们这个利润好、有创意的公司是很简单的。
你只需要有人赞助，填好独立销售员协议书，并缴交$80
获取终身会员资格。
一旦批准，您就符合下列资格：

► 赚取4%个人销售业绩佣金

► 赚取4%个人销售业绩劵

► 可以赞助其他独立销售员

► 赚取4%个人销售业绩佣金
►

可以赞助其他独立销售员

3 黄金主管

成为黄金主管即成为领导者，需要懂得如何建立团
队。在组合团队后，团队业绩达到$3000以上，您就成为
黄金主管。
黄金主管符合如下资格：

► $200黄金级业绩劵

► 赚取5%个人销售业绩佣金
► 赚取5%个人销售业绩劵
► 可赞助其他独立销售员

► 每个营运中心每週可赚取$400双元红利
► 可拥有无限个营运中心

► 有资格晋身翡翠主管级别

5 钻石主管

必须拥有3个营运中心或以上才能够组合团队。当你
组成团队的时候，就是你踏出投资事业的第一步。
团队（销售员）符合如下资格：

► 赚取4%个人销售业绩劵

► 可以晋级加入黄金主管级别

4 翡翠主管

翡翠主管是有显著业绩与卓越的领导能力，逐步迈
向顶峰。在你直接赞助2位黄金主管，或有4位不同客户
分别在其个人销售业绩达$1500或以上时，你就成为翡翠
主管。
翡翠主管符合如下资格：
► 获$200翡翠级业绩劵

►赚取8%个人销售业绩劵

►赚取10%个人销售业绩佣金
►赞助其他独立销售员

►每个营运中心每週可赚取$400双元红利
►每个营运中心每週可赚取$800双元红利
►可有无限个营运中心

►有资格晋身钻石执行主管级别

6 皇家主管

钻石主管是有显著业绩与卓越的领导能力，逐步迈
向顶峰。在你直接赞助2位翡翠主管；或有8位不同客户
分别在其个人销售业绩达到$1,500或以上时；再则第三
个方式是赞助2位黄金主管，并协助6位不同客户，每位
在其个人销售业绩上分别达$1500或以上时，你就成为钻
石主管。
钻石主管符合下列资格：

成为皇家主管是至高无上的。他们是创业成功的精
英。成为皇家主管非常具挑战性。首先你必须赞助四位
独立销售员成为钻石主管。接着，您必须在十二週内达到
$14400以上双元红利的目标。达到这些要求，你就成为
皇家主管。
皇家主管享有如下福利：

► 赚取15%个人销售业绩佣金

► 赚取20%个人销售业绩佣金

► 获得$400钻石级别成就业绩劵

► $1000皇家主管级成就业绩劵
► $2000皇家主管成就现金红利

► 赚取8%个人销售业绩劵(钻石会会员10%)

► 赚取个人业绩8%价值的业绩劵 (钻石会会员12%)

► 每个营运中心每週可赚取$400双元红利

► 每个营运中心每週可赚取$400双元红利

► 每个营运中心每週可赚取$1200双元红利

► 每个营运中心每週可赚取$1200双元红利

► 可受惠汽车津贴方案

► 可受惠汽车津贴方案

► 有资格晋身皇家主管级别

► 可加入钻石会，享有更多利润，包括有机会得到$3000、

► 赞助其他独立销售员

► 赞助其他独立销售员

► 每个营运中心每週可赚取$800双元红利

► 每个营运中心每週可赚取$800双元红利

► 可拥有无限个营运中心

► 可拥有无限个营运中心

► 可受惠办公室支援方案

► 可受惠办公室支援方案

►可 加 入 钻 石 会 享 有 更 多 利 润 ， 包 括 有 机 会 得 到 $ 3 0 0 0 、

$6000、$8000以及$10000特别现金红利的机会和特别促销
产品
► 可入加皇家主管红利库

$6000、$8000以及$10000特别现金红利和特别促销产品。

成为皇家主管

赞助四位销售员成为钻石主管。
十二週内赚取$14400或更多的双元红利。

皇家主管红利库提供销售员利润共享的机会。皇家主管红利库是以公
司一年内总营业额1%来计算的。这总额除以皇家主管人数，再依据
他们的双元红利业绩分配。其后，皇家主管每年赞助四位销售员成为
钻石主管，即可继续在皇家主管红利库获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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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WAY 汽车津贴方案

这一方案如何施行？
首先提交填好的申请表。申请人要在连续12週赚得双元红利取
得“汽车津贴资格”。一旦你符合加入这一扣人心弦的方案后，
你挑选自己理想的新车、选择附件、并决定付款方式。接着购
买或租赁你的新车。我们会每个月自动开支票给你。

津贴额。在月末，你得到的双元红利乘以百分之十，或以上述
方式算出的每月最高津贴额，以较低者为准。
下面的例子说明在这方案之下，一辆值$42,000的新车津贴是如
何计算的。
车辆实际价:

汽车津贴计算
你的每个月汽车津贴额由下列因素决定：
► 车辆价格。
► 你的业绩。
首先，你必须购买或租赁至少值$20000的车才可加入。车可以
是任何你想要的，汽车、客货车、甚或是一艘快艇。你决定何
种车会在业务上给你带来最佳的形象并且得到最好的里程数。
你每月可以得到的最高津贴额由你车辆的实价加上百分之十来
决定。额外加上的百分之十是Richway暨富士生物在销售税、
牌照税、车保险、贷款服务费、及保养费上的补助。
每月的最高津贴补助款额的计算是：总额除以60个月(或租赁月
数)，但每月不得超过$1,000。你每个月的营运业绩决定你实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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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00 $42,000
x 10% + 4,200
$4,200 $46,200

$46200 除以60个月 = $770

例子：
若你在某月收到双元红利$7500，你实际可领取津贴$750，或
者$7500的百分之十。若你在另外某月领到双元红利$7950，你
实际领取津贴仍为$770。它不会是$795，因为在这个例子里，
最高可领取额是$770。
Richway暨富士生物公司依据你的业绩每月付款给你。当你在
路上自信地驾驶时，你会吸引许多可能会加入的人，它也会激
励你的下线销售员不断地复制你的努力与成功。换言之，你有
力地展示了你有多么成功。

办公室租金津贴

如何申请这项津贴？

首先提交填好的申请表。申请人要在连续12週赚得双元红利取
得“办公室租金资格”。一旦你符合加入这一扣人心弦的方案
后，你便可以租賃新的办公室。我们会在每个月自动地开支票
给你。

参与这个方案，必须租賃新办公室。
每月可以领取本方案最高金额是以实际月租为准，但不得超过
$1000。
每月实领津贴取决于你的销售业绩。每个月底，将当月收到
的双元红利金额乘以10%，或者上述方式算出的每月最高津贴
额，以较低的为准。

如何计算你的办公室津贴

资格：

支付办公室租金津贴的金额由以下因素决定：
► 办公室的月租。
► 你的业绩。

钻石主管或更高层的主管才可以申请办公室津贴或汽车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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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 案。加入本会享有权限包括：

石会是针对钻石主管和皇家主管的一个自由参加方

► 五折优惠价购买展示产品
（会员每年一种产品限一件）。

► 升级并享有业绩劵的折扣，对钻石主管高达10%，皇家主

管高达12%。

► 有权参与钻石会特别现金红利$3000、$6000、$8000和

$10000的挑战。

加入钻石会升级奖金

在成为钻石会会员后，你会获得额外的$400 Alkal-Life
7000sL 业绩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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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挑战 ！
钻石会特别红利

钻石俱会会员参与钻石会特别红利挑战，有机会赚得更多
现金。钻石俱会会员可以选择$3000、$6000、$8000及
$10000的特别现金红利挑战。
要参与钻石会的特别红利挑战，必须在挑战之前提交填妥
的申请表。挑战完成时，您可再次提交填妥的申请表重新
开始一个包含2位钻石主管、16位黄金主管、8位翡翠主管
或4位钻石主管的新挑战。

$3,000

$6,000

现金红利挑战

2位钻石主管的挑战︰钻石俱会成员只需直接赞助2位钻石主
管将有资格接受$ 3,000 特别奖金挑战。 这个挑战为期连续12
个星期。在 001 营运中心每获得一个双元红利时，会有额外奖
励(见下图)。挑战在你的申请表核准之后开始。

现金红利挑战

16位黄金级主管︰钻石会成员只需直接赞助 16位黄金主管将有
资格接受$6000特别奖金挑战。这个挑战为期连续12个星期。
在001营运中心每获得一个双元红利时，会有额外奖
励(见下图)。 挑战在你的申请表核准之后开始。

号码（周数）

星期

额外奖金

号码（周数）

星期

额外奖金

01

第一层双元红利

$100

01

第一层双元红利

$100

02

第二层双元红利

$100

02

第二层双元红利

$200

03

第三层双元红利

$100

03

第三层双元红利

$200

04

第四层双元红利

$200

04

第四层双元红利

$200

05

第五层双元红利

$200

05

第五层双元红利

$200

06

第六层双元红利

$200

06

第六层双元红利

$200

07

第七层双元红利

$200

07

第七层双元红利

$300

08

第八层双元红利

$200

08

第八层双元红利

$300

09

第九层双元红利

$200

09

第九层双元红利

$300

10

第十层双元红利

$200

10

第十层双元红利

$1,000

11

第十一层双元红利

$300

11

第十一层双元红利

$1,000

12

第十二层双元红利

$1,000

12

第十二层双元红利

$2,000

总数

共十二星期

$3,000

总数

共十二星期

$6,000

$8,000

$10,000

现金红利挑战

8位翡翠主管︰钻石俱会成员只需直接赞助8个翡翠主管将有资
格接受$8000特别奖金挑战。这个挑战为期连续12个星期。
在001营运中心每获得一个双元红利时，会有额外奖
励(见下图)。挑战在你的申请表核准之后开始。

现金红利挑战

4位钻石主管︰钻石俱会成员只需直接赞助4位钻石主管将有资
格接受$10000特别奖金挑战。这个挑战为期连续12个星期。
在001营运中心每获得一个双元红利时，会有额外奖
励(见下图)。挑战在你的申请表核准之后开始。

号码（周数）

星期

额外奖金

号码（周数）

星期

额外奖金

01

第一层双元红利

$100

01

第一层双元红利

$100

02

第二层双元红利

$200

02

第二层双元红利

$200

03

第三层双元红利

$300

03

第三层双元红利

$300

04

第四层双元红利

$400

04

第四层双元红利

$400

05

第五层双元红利

$500

05

第五层双元红利

$500

06

第六层双元红利

$600

06

第六层双元红利

$600

07

第七层双元红利

$700

07

第七层双元红利

$700

08

第八层双元红利

$800

08

第八层双元红利

$800

09

第九层双元红利

$900

09

第九层双元红利

$900

10

第十层双元红利

$1,000

10

第十层双元红利

$1,000

11

第十一层双元红利

$1,000

11

第十一层双元红利

$1,500

12

第十二层双元红利

$1,500

12

第十二层双元红利

$3,000

总数

共十二星期

$8,000

总数

共十二星期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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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强大业务架构
建立一个强大的RICHWAY暨富士生物架构的
三大关键：
1) 零售
2) 赞助
3) 培训和支援你的下线
你本身的就是作为Richway暨富士生物成功领导者的重要关键之
一，你可以学会领导。你的队员将会积极地尽他们个人最大的
努力。多花些时间与他们分享你探索出最成功的技巧，使你的
新队员可能从中受益。

1 工作的深度

深度是安全的代名词。安全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和业务中所
努力追求的其中之一。这只能从深度工作中来完成。这意味着
训练你的独立销售员，并帮助他们在进入你的架构后立即吸收
新的成员。
a）作为一个领导者，你必须：
►支持、鼓励和赞赏他人的成功。
►懂得如何激励他人。
►运用创造力和想象力。
►展现真正的自信。
►实践和激发进取心。
►以身作则 。
►目标导向和自我激励。
b）发掘领导者
建立一个强大的组织倚重发掘和激励你的网络中潜在的领导
者。寻找具备上述素质的领导者。谁是潜在的领导者？

2 跟进

要在48小时内安排后续面谈。这是人心最振奋的时段。让
他们了解我们的产品和Richway暨富士生物的体系。这是你对新
独立销售员的未来做最重要的贡献。协助他们步上正轨。你的
下线在经营他们的业务时会仿照你的做法。树立好榜样！这一
学习步骤在员工训练来说是无可取代的。透过这一过程会使他
们学到更多。您可以用下列问题帮助新销售员建立目标：
1）你想你的业务能为你带来些什么？
2）你想每年赚多少钱？
3）你想多久才赚到这些钱？
4）你每星期要花多少时间在业务上才可得到这样的结果？
5）你重视你的目标吗？

3 时间投入

大多数人都以兼职开始经营Richway暨富士生物的业务。
选择全职者在之前通常有他们想要达到并能够维持的特定收入
目标。在Richway暨富士生物成功的一个关键是每周始终维持
特定的工作时数。如果你每周只可以投入五个小时，那么请坚
持保持这个工时数。一周只用五小时来经营业务是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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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请注意，你花愈多的时间你会愈快建立起你的组织。刚开始
时，除了花时间学习业务，最重要的是尽可能让更多的人知道
这个业务和产品。请参阅这一节的"赞助曲线图"。你可以看到，
在经营业务的头几个月，你的注意力和活动主要是展示你的业
务。在这个时候，收入会较低。当你继续以强大的零售基础构
建您的业务，你面对个人的气力会减少，这时候你的收入会增
加。在这个阶段你更应该关注支援你的下线。在建立业务的初
期阶段，你会做很多准备工作但是得不到报酬。 一段时间过
后，随着业务的发展，你会因管理的能力，而不是个人的气力
而获取报酬。这恰与传统的事业相反，假如不那么努力，收入
也随之减少！
奖励

高

赞助曲线图

努力
低
月

4 建立您的脉络

既然你已经决定加盟业务，无可避免地你心目中应该要有
几个你想要共享业务的人选。务必参加所有培训课程，也带上
你新招募的独立销售员。你不希望新的独立销售员因为不知道
与头几个联系人该说些什么而搞砸，继而灰心。在开始建立你
的业务，要有三个基本形态的联系人︰
1.亲密的朋友和家人
2.熟人和业务夥伴
3.陌生人
建立业务最简单的方法是从你亲密的朋友和家人开始。有些人
喜欢从他们所认识的人缘最好的人开始。这都取决于你自己。
我们建议你不要对任何人有成见。将业务介绍给大家，让他们
自己决定他们是否合适。把它视为这是“你的百万元业务”，看看
谁想成为你的董事会成员。尽管较容易与下线沟通，但也要支
援“上线”。在必要时向你的赞助者或上线求助。
请记住，当与潜在的独立销售员说话时，你只要引起他们的好
奇心。在你可以向他们展示整个Richway暨富士生物计划之前
不要介绍业务。新的独立销售员面临最大的问题是，向他们透
露太多。他们认为已经得到一切足够的讯息而过于兴奋，于是
他们通常不出席会议。你透露得越多，他们不露面的机会就越
高。随着时间推移，你会更自信地得到请托。
* Richway暨富士生物严禁为了符合佣金资格或提高双元奖金方案而不合
理地大量购买产品。 独立销售员不可以存货，也不可以鼓励别人存货。

客户订单填写指南
客户订单填写指南为了避免延误，Richway暨富士生物作如下建议：
► 按照指示仔细填写表格。

► 请你的赞助人或上线检查表格是否有错误，之后才交送到Richway暨富士生物。
► 在有事情发生时赞助人应解答任何问题。

简易网上订单

► www.richwayandfujibio.com

► www.richwaybackoﬃce.com
1

订单上填写发货地址
(不能填海外部队/舰队邮局/
邮政信箱地址等)

2

填写赞助人的姓名
(私人购买或个人销售)

3

填写你的独立销售员
Richway编号。

4

填写营运中心的实收金额。

1

5

2

3
4

5

6

计算货品小计。

7

小计乘以适用的销售税率
以计算销售税。

8

7
8

销售税(如适用)加运费和
手续费用以计算总额。

9

假如付账地址与送货地址不同,
请填写两者。

10

检查订单正确填妥。
在客户订单上签名并填
上日期。

6
9

填写你指定的营运中心号码。
然后标明置于营运中心的
左腿或右腿。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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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客户订单
1 营运中心号码

营运中心号码是在销售奖励计划中分配给每个营运中心
的。凡私人采购/个人销售每达$500，即可获取一个新的营运中
心。你的第一个因购买累计所取得的营运中心编号是001，然
后002营运中心等等。如果你因$1500的销售业绩获取三个营运
中心，你的营运中心号码将是001至003。如果个人销售业绩达
$3500，你获取的七个业务中心号码将是001至007，呈一个倒
"V"形。

2 排列位置延伸

当你赞助某人进入这一个行业时，你必须在表上"排列位置
信息"一栏中告诉公司你想要如何排列他的位置，以及排列位置
的分支号码(新的营运中心)。这不一定是你的名字或你赞助人
的名字。你一定要清楚了解这一点，因为它会产生相当大的困
扰。你可以赞助某人而将他们置于你的下线而不是直接跟你。
营运中心会被放在你所希望的下线。Richway暨富士生物将根
据你所填写的去排列位置计算你的销售累计。我们鼓励你在表
格上画一个布置图。一份订单有三个以上的营运中心时将形呈
倒"V"形。你可以在排列位置栏中写"最佳位置"，我们的办公室

会选择最好的地方以增加你的收入。如果订单上没有包含排列
位置信息，我们办公室将决定它的排列位置。如果新客户的订
单注明"最佳位置"或未注明排列位置，它将置于赞助者的001
营运中心。如果旧客户的订单注明"最佳位置"或未注明如何排
列，它将置于客户的001营运中心。一旦排列位置完成，它将
是永久性的。

3 订购

当订购产品时，请注明产品名称/说明、费用、税
率(如适用)，和相关的运费和手续费。

4 付款

Richway暨富士生物接受下列各种付款形式，包括汇票、
银行本票、现金、签证/万事达、美国运通、发现卡和银行电汇
等。请确保你已附加销售税(如适用)，运费和手续费。

5 欧洲付款

欧洲Richway B.V.在欧洲的订单可用银行电汇和贝宝付款。

独立销售员协议书的
填写说明

超级钱袋的付款门户网站
Paylution

这部分说明适用于赞助人（徵募人）引进新人入会。
如果你已预先登记或是已经是工作人员，填写你的RichwayID
号。如果曾经是行政主管,填写MD号。填上从我们的网站
(http://www.richwayandfujibio.com/welcome/index.php/
printable-order-form)创建的一个Richway号(RI)。
► 完成以下的注册资料。需要你的纳税号码以完成注册并获
得奖励。需要你的电子邮件地址得以进入Richway后勤办公
室。
► 完成以下赞助人的资料。赞助人是介绍你进Richway暨富士
生物的人或公司的名称。
► 如果你是未曾购买Richway产品新的申请人,填写以下的排列
位置资料。入会者如果不能确定应咨询其赞助人。
► 填写以下的终身会员注册费付款资料。
► 阅读最后一页的条款和条件。检查确定表格已正确完成。完
成后在独立销售员 协议上签署并注明日期。
► 赞助人可以在Richway后勤办公室协助新的独立销售员报名
(www.richmanbackoffice.com)。不过，他们仍需在独立销售
员协议书签名后缴交以待Richway暨富士生物核准。

我们使用国际网络支付系统的付款门户网站Paylution来支付独
立销售员的佣金和红利等。使用Paylution 的付款门户网站,你可
以自行选择银行户口自动转账、现金卡 加值、电子汇款、西联
现金汇款或任何组合。它使用网络即时钱包和现金卡加值，付
款具时效性，你可以一周7天每天24小时，随时随地用网络或
行动装置管理你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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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开始:

1. 递交你的Richway会员账户名称(个人姓名或公司名称)、电
子邮件地址、和自己所选要进入paylution@richwayusa.
com的用户名称及密码。登记的申请信件必须从你要连接使
用的电子邮箱中发出。收到请求后，你的付款门户网页会在
下次佣金支付之前自动建立。
* 注意: 所有账户均需有自己独一无二的电子邮件地址和用户
名称及密码。你要登记的电邮地址和你寄出的电邮地
址必须是相同的。
2. 你会收到一封从notifications@paylution.com寄出的欢
迎邮件，通知你的付款门户网站可以随时启用。 按照此邮件
的指示去启用你的账户。
3. 启用账户后，登入并选取金钱进出选项。

T.E.A.M.
众志成城

一劳永逸为你带来源源不尽收入的例子:
只需赞助左脚一位成员，和赞助右脚一位成员。
居于网络市场营销的领导者，
Richway暨富士生物在全球的独立销售员中已经建立严谨的
职业道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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