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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ASEA荣耀之旅

您的成功之旅

打造您的事业，积累您的个人直推3层分PGV3，
同时还可以在似如天堂之地放松自己。

PGV3个人直推3层积分和您个人推荐积分是您获得 ASEA2022
荣耀之旅独家邀请，有机会享受塞浦路斯的帕福斯华丽海岸线
沿途美妙风景的关键。
您新积累的分数越多，您获得的在塞浦
路斯的住宿和接待等级就越豪华！
ANNABELLE HOTEL,
PAPHOS

下榻于帕福斯的安娜贝尔酒
店 (Annabelle)，您可以在海
岸边沐浴温暖的阳光，享受
被蓝色海洋环绕的惬意时
光。
这是一个 5 星级度假胜
地，不仅有郁郁葱葱的棕榈
树，还可提供豪华的休闲设
施。
您将能享受多层泳池，避
开众目在池畔进餐，以及欣
赏海滨的雅致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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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EA2022荣耀之旅旅游时间

2022 年 6 月 9 日 – 12 日
资格考核期

2021 年 9 月 11 日 – 2022 年 3 月 11 日
参与资格

所有在资格考核期开始之前未获
得 参与ASEA® 钻石峰会 (Diamond
Summit) 资格的 ASEA 活跃经销商，
均有资格通过积分来获得2022荣耀
之旅奖励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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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励级别

欧洲ASEA荣耀之旅

每个荣耀之旅奖励套餐均通过两种销售积分来考核获得。
在积累您的两种积分的同时，不要忘记跟踪您离
您所目标的奖励级别的差距。
#1 个人推荐积分

您个人推荐积分是您在考核期间，您所推荐的经销商和优惠顾客的加入订单分的合计总分。
有效的加入订单
是必须带有自动购的，至少100分的订单(如果是优惠顾客，那么至少50分的加入订单)。

#2PGV3 ：个人直推三层积分

您的个人推荐组织中的前三层是赢取荣耀之旅奖励的关键。
获取资格的首要条件是，在您的基础PGV3 积分
上再增加 20,000 分。
（基础PGV3是指在资格考核期开始之前的26周内的 PGV3 积分量）。
奖励等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奖励套餐

•双人套房住宿
•高达 1,000 美元的旅行报销额度
•所有膳食
•机场接送
•ASEA 独家礼品
•团体培训和活动
•双人标准住宿
•高达 500 美元的旅行报销额度
•所有膳食
•机场接送
•ASEA 独家礼品
•团体培训和活动
•双人标准住宿
•高达 250美元的旅行报销额度
•所有膳食
•机场接送
•ASEA 独家礼品
•团体培训和活动
•双人标准村住宿
•所有膳食
•机场接送
•ASEA 独家礼品
•团体培训和活动

个人推荐积分

PGV3个人直推3层积分的增长量

4, 000+

50, 000+

3, 000+

40, 000+

2, 000+

30, 000+

1, 000+

20, 000+

*所有金额均为美元

新加入经销商资格考核

在资格考核期开始后加入的ASEA 新经销商仍可参加
考核。
新经销商无PGV3个人直推三层基础积分。
在基础
积分计算期内加入的经销商的个人直推三层PGV3的最
高基础积分由右侧表格提供计算信息

离基础积分计算期结束还剩
的周数

个人直推三层PGV3的最高

5–8

6, 000

1–4

3, 000

9–13

9, 000

14–17

12, 000

22–26

18, 000

1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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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分

15,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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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款和条件

欧洲ASEA荣耀之旅

参赛资格

在塞浦路斯，帕福斯举办的 ASEA 2022 荣耀之旅 是特地为在以下市场
注册的 ASEA 经销商所精心打造的官方荣耀之旅：

奥地利、比利时、克罗地亚、捷克、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匈牙利、爱尔
兰、意大利、荷兰、挪威、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
西班牙、瑞典、瑞士、英国。
符合资格的经销商的旅行目的地根据其账户注册所在地区自动设置。
符
合资格的 ASEA 经销商也可以选择自费前往其所在地区以外的其他晋
升 2022 目的地，但需视情况而定。
之前未获钻石峰会资格的钻石级或更高级别的经销商，均有资格参加
2022荣耀之旅。

请通过 office.aseaglobal.com 访问您的 ASEA 虚拟办公室资源库，参
阅其中的“奖励旅行条款和条件”文件，了解更多关于奖励资格的详细
信息。
资格考核

可计入奖励资格的每一笔加入订单的最多积分量为 1,000分。

作为计入奖励资格的加入订单必须大于 100 PV（优惠客户加入单必须
大于 50 PV）
，并在下单时设置有效的自动订单。
奖励兑换

符合获奖资格的 ASEA 经销商 必须参加 ASEA2022荣耀之旅 ，方可领取
其奖励套餐中的任何奖励。
奖励不可转让，亦不可兑换现金。

所有过去和现在获得钻石峰会参加资格的经销商亦可欢迎一同参加
ASEA 荣耀之旅，费用自理。
此邀请名额（或钻石级经销商自费参加）视供
应情况而定。
自费参加的经销商将自行支付其旅行和住宿费用。
在自费参加 ASEA 2022荣耀之旅 时，钻石级经销商必须通过 ASEA 官方
注册网站预订才能获得活动优惠。

ASEA 将在指定的旅行抵达日和返程日为所有已注册荣耀之旅的合格者
们提供机场和度假目的地之间的接送服务。
所有符合资格的经销商将负责根据自己的旅行安排进行预订。
获得包含
旅行报销的奖励套餐的经销商将在活动结束后 30 天内获得报销。
参加 ASEA 荣耀之旅的注册截止日期为 2022 年 4 月 1 日。

如果符合资格的经销商注册参加活动但未到场（未提前 60 天通知取消）
，
将需支付由于注册而产生的任何费用。

旅行和度假地

护照有效期必须比所计划的返程日期长六个月。

如有需要，经销商须自行办理签证或相关旅行文件。

ASEA 将不为任何已获ASEA2022 荣耀之旅 奖项的经销商提供住宿变
更或升级。

不强制要求购买旅行保险，且 ASEA 也不会提供旅行保险。
经销商可根
据自身需求自行购买。
协议

ASEA LLC 保留在印刷媒体和在线媒体中使用获奖者的姓名、图像和肖
像来营销 ASEA 产品和促销活动的权利。
ASEA LLC 可自行决定取消任何参与者参加奖励的资格。
ASEA LLC 保留修改本奖励计划条款和条件的权利。
取消

已注册参加 ASEA 2022荣耀之旅，但自行决定取消旅游的经销商将根据
下列费用表，支付取消费，
在出发前60天之内取消，将全额支付取消费用。

取消费需在取消旅游之后的60天内支付，逾期支付将导致奖金的扣留。
常见问题解答

每个奖励等级是否有名额限制?

没有。
今年并非只有总积分最高的人才能获得最高奖励，对于每项奖励，
任何符合本文件中所列资格的人均可获得。
我的每周实际奖金支付级别是否会影响我的荣耀之旅奖励资格？

不会。
今年我们更新规则，现在每周实际奖金支付级别仅会影响我们
的 ASEA® 钻石峰会 (Diamond Summit) 和传承体验之旅 (Legacy
Experience) 的参加资格，而不会影响荣耀之旅的获奖资格。
当前荣耀之
旅奖励是以个人推荐订单积分和 PGV3 的增长积分量为基础，从而鼓励
经销商在其个人推荐组织的前三层中提高产品销售量。
是否全球所有荣耀之旅合格者们都会参加同一旅程？

今年将以地区为基础安排三个 ASEA 荣耀之旅目的地。
本宣传单中的内
容仅适用于 ASEA 欧洲区。
其他地区的旅行日期、目的地和细节可能会
有所不同。

如果注册信息有任何变更，包括姓名变更和添加新客户，则必须在 2022
年 4 月 29 日之前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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