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天5夜雙人豪華休閑旅游！

在2017年10月1日至6日，墨西哥普拉亞德爾卡門海
灘Paradisus La Esmeralda度假村的

盡全力贏取



北美、歐洲、拉丁美洲、亞洲和非洲的經銷商都可參加。

• 入住五星級度假勝地
• 無限尊貴餐飲
• 獨家團隊活動，遊覽及娛樂
• 特別培訓與資訊環節
• 以及更多精彩項目！

行程包括哪些內容？



經銷商可從他們親自推薦的經銷商處賺取積
分，並在他們持續訂購產品時獲得額外積分。

在11個月結束時，前300位獲得最多積分（最少為
125積分）者將有資格參加6天5夜的普拉亞德爾卡門

海灘休閑旅游！

如何 
合格？

獎勵時限:
 2016年9月1日至2017年7月31日



經銷商只需簡單地通過分享ORGANO機會和產品，即可以不同方式賺取
積分：

1. 通過個人推薦的促銷套裝 (PSP) (第1層)。 
 
 
 

2. 通過個人推薦的第二層的促銷套裝，得一半的積分 (第2層)。 
 
 
 

3. 通過個人推薦第一層的促銷包*獲得4分。
4. 每個月您可從100PV的個人訂購**中賺取普通訂購的3分或從

自動訂貨中賺6分。
5. 當您合格成為星成就者每月即可賺取2分或者當您合格成為超

級巨星成就者每月即可賺取6分。
6. 每招募一位每月訂貨的新優惠顧客則可賺取1分。

a. 金套裝 10分
b. 銀套裝 4分
c. 銅套裝2分

a. 金套裝 5分
b. 銀套裝 2分
c. 銅套裝1分



*促銷包是限時的促銷優惠包
**只限個人訂單。零售和優惠顧客的成交量不計在內。
***只適用於特定市場

a. VIP 10分
b. 白金20分
c. 白金精英30分
d. 藍寶石 40分
e. 紅寶石 50分
f. 綠寶石 75分

7. 聘階晉升的額外獎勵積分： 
 
 
 
 
 

8. 當您再次合格於您的最高聘階時，即可賺獲10分。



至少125分
我需要多少積分？

• 在此11個月獎勵期限間成為至
少擁有125分的前300位合格
者。

• 在獎勵期間躋身前25位最高積
分者，還可贏取特別游覽和房
間升級！

• 總而言之，它非常簡單：在未
來11個月以分享ORGANO無
與倫比的商機和產品來拓展事
業，並爭取獲得此年度豪華旅
遊的機會。



鑽石級的體驗將擴張至
            普拉亞德爾卡門！

開放予所有參與的國家！

• 升級的房間與設施
• 鑽石專屬活動
• 在ORGANO活動中獲得特別座席
• 機票積分
• 游覽與水療Spa



如何合格？

I. 1間臥室套房
II. 主申請人和聯合申請人的機票積分（每人高達

$500美元）
III. 主申請人和聯合申請人在Xcaret 公園的Xpá體驗

1. 晉級至鑽石、藍鑽或黑鑽及以上級別的經銷商能獲得此旅遊，同時也能參
與「鑽石級的體驗」活動（ 隨同相應升級至藍鑽及以上），

   或者

2. 重新合格以下級別3個月或以上 

a. 鑽石: 1間臥室套房+主申請人的機票積分 （高達 
$500美元）

b. 藍鑽: 1間臥室套房+主申請人和聯合申請人的機票積
分（每人高達$500美元）

c. 黑鑽及以上: 完整的鑽石級體驗



普拉亞德爾卡門海灘
休閑旅游規則



首300位獲得最多積分（最少125積分）的
經銷商將合格於參與2017年普拉亞德爾卡門
海灘休閑旅游。

另一個合格方法是當經銷商的聘階晉升至鑽
石及以上或至少有3個月重新合格為鑽石（在
合格期限內）也能隨同升級至更高級別下獲
得該旅游。

此活動的合格期限為2016年9月1日至
2017年7月31日（11個月）。所有參加者
都必須遵守此準則包含的所有規定 。

獎勵概述



獎勵和分配
房間將根據合格者在合格期限間所獲得的積分來分配。前25位賺取最多積
分者有資格享有特別旅游和房間升級。

合格參加鑽石級的體驗的經銷商，獎勵將按照一個漸進的計劃來獎勵給經
銷商：

1. 晉級至鑽石、藍鑽或黑鑽及以上級別
的經銷商能獲得此旅游，同時也能參
與「鑽石級的體驗」活動（ 隨同相
應升級至藍鑽及以上），

   或者

2. 重新合格以下級別3個月或以上 

a. 鑽石: 1間臥室套房+主申請人的
機票積分 （高達 $500美元）

b. 藍鑽: 1間臥室套房+主申請人和
聯合申請人的機票積分（每人
高達$500美元）

c. 黑鑽及以上: 完整的鑽石級體驗

I.  1間臥室套房
II. 主申請人和聯合申請人的機票積分
（每人高達$500美元）
III. 主申請人和聯合申請人在Xcaret 
公園的Xpá體驗



積分計算
經銷商可於2016年9月1日至2017年7月31日期間累積個人推薦促銷套
裝（PSP）的分數，以及個人推薦的第二層套裝積分一半的分數。

推薦分數計算如下：

在合格期間第一層的促銷包將對應4分。

• 第1層：金套裝 = 10分、銀套裝 = 4 分、銅套裝 = 2分
• 第2層：金套裝 = 5分、銀套裝 = 2 分、銅套裝 = 1分



同時，至少有100PV（不包括從零售和優惠顧客而來的成交量）個人訂單
的經銷商每月可賺取3分， 若該訂單是通過自動訂貨（若市場有該選擇）
來購買，則可另外賺獲3分。

如果經銷商當月達到星成就者可以額外賺取2分，如果他當月達到超級巨星
可以額外賺取6分。

在合格期限間，每招募一位每月訂購的新優惠顧客則可賺取1分（若市場有
該優惠顧客計劃）。

獎勵積分將給予以下在合格期限間晉級的經銷商：

若您每月再度合格至您的最高聘階
即可賺取10分。

a. VIP 10分
b. 白金 20分
c. 白金精英 30分
d. 藍寶石 40分
e. 紅寶石 50分
f. 綠寶石 75分



普通規則
1） 經銷商必須在該11個月的獎勵期限間，每
月有至少100 PQV （可包括自動訂貨 、個人
訂單、優惠顧客和零售顧客的成交量），並且
在整個活動和旅游期間保持良好聲譽才符合資
格。

2）在收到獎勵計劃審核的通知之前，所有經
銷商收到的關於積分的資訊皆非正式，需由
Organo Gold國際公司確認且有可能會調整。
如果合格積分無法達到最低標準或者訂單最少
100PQV的條件不能滿足，將不能獲得獎勵計
劃。有幾個因素可能會導致積分的改變。

3）Organo Gold國際公司不承擔通知獎勵參
加者，有關任何他們組織內退還或取消訂單，
導致能影響相關積分或資格的責任。

4）我們建議（但非要求）經銷商應跟進其組
織進展。如果賺獲的積分出現任何差異，您都
可從您事業的記錄中查獲。所有差異都必須在
2017年8月2日呈交至Organo Gold國際公司
供審核考慮。任何在2017年8月2日截止日期
之後接獲的差異將不獲批準。積分直到獎勵期
限結束時才會被宣佈。所有有關是否獎勵積分
的決定/決策為Organo Gold國際公司的自主酌
定權。Organo Gold國際公司擁有對相關獎勵
積分的所有檢測/決定的全權酌情權。

5）積分不可轉讓，不可贈送或出售。
經銷商已參與該旅遊後的任何之前產品訂單的
退貨，公司都將收取損失費用。

6）每個Organo Gold國際公司的經銷商帳戶
號碼僅限賺取一（1）個獎勵計劃。2017年普
拉亞德爾卡門海灘休閑旅游獎勵計劃將於合格
期限結束時，將有關獎勵獎賞予該列於Organo 
Gold國際公司帳戶內，相關名稱的經銷商。 在

任何情況下參加者都不會獲得超過一個
(1)2017年普拉亞德爾卡門海灘休閑旅游
獎勵計劃。

7）每個合格帳戶僅允許共住一房的兩
（2）人參加。至少其中一位帳戶登記者
（不論是主申請者或聯合申請者）都必
須出席以便能賺獲該獎勵計劃。至於聯名
帳戶，帳戶下的其中一位經銷商如果無
法出席，那他們將獲準攜帶一位客人。欲
邀約客人的請求需以電郵呈交予Organo 
Gold國際公司予以批准，而相關合格者
需承擔一切額外費用與服務費。不得邀約
不同帳戶內的現有或之前經銷商為客人。

8）合格成為鑽石或以上聘階達三個月（
在推廣期內）的經銷商將獲得此2017年
普拉亞德爾卡門海灘休閑旅游計劃與以下
升級：
8.1）在2017年10月1日至6日期間6天5
夜的 Paradisus La Esmeralda的一間雙
人客房。
8.2）在獎勵期間可無限享用餐飲
8.3）特別培訓和資訊環結
8.4）團隊活動、旅游和娛樂

9）晉升至藍鑽或以上級別的經銷商將根
據2.b和2.c規則下在每一個級別中獲得升
級服務。

10）Organo Gold國際公司在其自行全
權酌情下，保留 給予任何個人獎勵合格
者或整團獎勵合格者一個同等或更高價值
的地點來取代該2017年普拉亞德爾卡門
海灘休閑旅游計劃的權力。



11）獎勵合格者將會在2017年8月21日當
天或之前收獲電郵通知，相關電郵是根據
Organo Gold國際公司存檔內的有效電郵
帳戶發出。如通知因無法送達而返回，相
關獎勵將被視為放棄。相關通知將包括一
個至登記網站的鏈接，以及如何完成相關
登記程序的說明。

12）合格經銷商需符合所有資格要求。
Organo Gold國際公司對所有涉及此獎勵
計劃的事務的裁定與決定都是最終決定。

13）所有2017年普拉亞德爾卡門海灘休
閑旅游計劃的合格者在此獎勵合格期限開
始時（2016年9月1日）都必須是已滿18
歲或以上者。需在網上登記完成前驗證年
齡。如果獲知相關合格者不符合最低年齡
要求，其則將喪失相關資格。在該旅游期
間，任何不滿21歲人士將不會被分配到客
房，除非有一位超過21歲或以上的成年人
在旅行的第一日陪同下方能獲得入住同一
相關房間。
 
14）有網上登記程序、接受在線免責聲明
以及年齡驗證都必須在於2017年9月1日前
在網上完成和呈交至Organo Gold國際公
司。如在此日期前沒有回應，相關獎勵將
被沒收。不接受此發佈版本，則不會發出
此旅遊獎勵。

15）一旦加入，經銷商即同意和允許
Organo Gold國際公司，在沒有給予額外
補償下，使用他們的名字和肖像供宣傳與
促銷目的，除非那屬法律禁止之舉。

16）機票預訂：經銷商當自行負責他們前往
普拉亞德爾卡門的交通費用。對於鑽石級體
驗合格者，高達$500美元的機票積分將在
提交機票購買以及旅行結束后的15個工作日
內被支付。

17）所有旅客不計年齡，需出示旅行證件和
多次往返簽證。有未成年子女隨行的父母可
能需面對特殊限制。請聯絡您當地的領事館
以查詢相關的旅游需求。（旅游證件應在該
旅游日期前有六個月以上的有效期）。
Organo Gold國際公司將不負責辦理有效旅
行證件或批准旅行簽證。

18）如果一位經銷商已合格，他/她需
負責填妥和呈上信用卡帳單授權表格至
recognition@organogold.com以支付其額
外客人的費用，若適用。此表格將存檔在案
至此旅游結束後的15天。

19）如果相關經銷商選擇不接受所賺取或取
消該獎勵計劃，相關經銷商將不會獲得現金
獎勵，同時有關獎賞也將視為棄權。如果經
銷商決定取消該旅游，任何取消要求必須在
2017年9月1日當天或之前以書面方式電郵
至公司。

20）Organo Gold國際公司保留在其自行
酌情與決定下，取消或修改此獎勵計劃的權
利。2017年普拉亞德爾卡門海灘休閑旅游
計劃必須依循Organo Gold國際公司所設定
日期進行，否則將視為棄權。

21) 在任何情況下，Organo Gold國際公司
將對合格者保留其自行酌情與決定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