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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权益维护组织IBOAI（国际独立企业主协会）发布的新闻简讯。
全年自始至终，IBOAI董事会代表您与Amway北美携手合作，努力把这一事业变成最伟大的事业。
此通讯是我们努力与您保持联系和让您掌握信息的一条途径。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请务必与IBOAI董事会或工作人员联系。

来自主席的信
大家好！
我对北美和世界各地的 IBO 感到骄傲。这是历史上最具挑战的一
年，然而您以积极的态度和创新的想法建立联系并保持业务稳固
发展，接受挑战，奋力应对。无论情况如何，我们似乎总能找到
勇往直前的途径。售货额持续上升，推荐新人保持强劲， 感谢您
的辛勤工作和付出。
我们都很快地适应了今年不断变化的环境。由于无法进行面对面
活动，我们做了第二件最好的事 – 网上聚会。我们通过虚拟会议
与其他 IBO、新客户和新业务伙伴建立联系。感谢您在业务发展
中的灵活性和创造力，使得获得奖章的数目不断突破，合格资格
也愈见强劲。
还有更多的好消息！我们有 49 种即将推出的新产品。将在今年下半年推出这些健康、美容和家居产
品。更好的消息：这些产品的其中 48 种价格低于 $40。非常感谢 Amway 公司实现这一目标。
IBOAI 董事会一直与北美的 Amway 高管和 IBO 领导人全天候工作。我们举行富有成效的电话会议和
网上董事会会议。我们的总体目标是开发新的计划和产品，并改善现有的计划和产品，以保障这个业
务未来60年的持续发展。我们随时为您效劳，并努力确保美好的未来。
我们衷心期望很快与您相见！

保持坚强。注意安全。

Vincent Pappalardo
IBOAI 主席

2020 年 6 月份董事会议记录
请注意：董事会会议是通过视频与董事会、IBOAI®工作人员和 Amway™ 员工进行会议。
奖励和表彰委员会
审查了 2021 年钻石俱乐部活动的新表彰形式
 审查并讨论了通过结构化的平衡业务来认可 IBO 的零售利润和盈利能力的活动
 审查了由于 COVID 限制，2020 年成功者旅游活动和 NPC 的计划
 审查并讨论了 2021 年成功者旅游活动的地点


业务运营委员会






讨论了需要一个强有力的试用品策略来帮助增加客户销售
第三季度至第四季度将推出新的 PRW（个人零售网站） – 将称为“My Shop（我的商店）”
审查并讨论了AmPerks（长客）计划
审查了 2020 年9月份推出的新 IBO 套件
完成 Nutrilite™ 补充品推荐系统的进度

法律与道德委员会






审查并报告了未经授权的网上销售的进展情况
BSM 的审查标准
讨论了发生潜在问题时与 IBO 领导人联系的协议
审查并建议将业务参考指南包含在 IBO 入门套件中
法律和规章的更新

营销咨询委员会









审查了 2020 年 5 月至 12 月期间推出的 49 种新
Amway™ 产品：其中 48 种新产品的价格在 $40
以下
审查了 XS™ 产品，包括 CBD Pro Cream（大麻二
酚强效乳霜）， Sparkling Waters（气泡水）和
Protein Pods（蛋白胶囊）
预览了Artistry™ Studio Shanghai edition（城市彩
妆上海版）和 Artistry™ Studio 护肤品
审查了 2021 年推出的 8 种 n* by Nutrilite™ 新产
品
审查了 Signature Body Select Cleansers（身体护
理系列）：光洁柔肤、补水保湿、丰润亮泽、紧致塑型产品，将于 2020 年 10 月推出
审查了 G & H Aluminum Free Deodorant（不含铝体香剂），将于 2020 年 10 月 推出

最新动态
IBOAI® 在COVID-19 传播期间提供支持
对于所有人来说，这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期，即使我们在实践社交距离，但保持联系和保持积极的态度也是很
重要的。您的 IBOAI 董事会成员在 iboai.com 上发布的支持视频信息将带给您启发和鼓励。自 2020 年 3 月起，
IBOAI 每周都会向业内发布视频链接，帮助每个人保持联系，并为北美 IBO 提供支持和鼓励。

在 Amway.com 上创建客户收据
为了发展健康平衡的企业，零售额对于维持盈利和可持续的业务而言至关重要。当我们准备修改今年秋季的业
务时，报告所有零售额（包括库存销售）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您的客户购买是通过 PRW（以后称为 My Shop
“我的商店）或通过使用 Amway ID 在 Amway.com 进行，他们的订单被确证为客户销售并向公司报告。但是，
对于直接从您的库存中销售产品，您必须在 Amway.com 网上创建客户收据并向公司报告。非常快速和简单。
在这个视频中，由 Joe Markiewicz（IBOAI 董事会副主席）和他的妻子 Marybeth Markiewicz（MAC副主席）介
绍了这些步骤。
总之，以下是在 Amway.com 上创建收据的步骤：
1. 登录 Amway.com，然后进入 Business
Center（业务中心）。
2. 向下滚动到 CUSTOMER MANAGEMENT（客
户管理）部分：创建收据。
3. 点击 Customer（客户）的复选框。
4. 输入客户的 Amway ID（信息会自动填
写），或者您自己填写客户联系信息。
5. 输入从您的库存购买的产品。
6. 注：屏幕左下方的通讯方式。默认情况下选
中此框，可通过短信向客户发送一次性收
据。（如果选择不发送收据，则必须取消选
中该框。）
7. 点击“Next（下一步）”，调整运费或税金。
8. 注：如果您选择“访客”而不是“客户”，因为该客户没有 Amway ID，则需要手机号码才能通过短信向访客发
送收据。

最新资讯
现在，可以在 Amway.com 的资源中心中获得新 Nutrilite™ 补充品指南。本指南提供有用的销售技巧和工具，帮
助您延揽新客户并建立忠诚度。
是否在寻找送礼会、婚礼、乔迁或生日的最佳礼物? 请访问 Amway.com 查看夏季礼物指南，以获得本季最佳礼
物创意。
使用 XS™ CBD cream（大麻二酚乳霜）（＃296753）或 CBD Cool Spray（大麻二酚外用冷却喷雾剂）
（＃296498）帮助您在活跃的生活方式中获得恢复。
要想通过三个简单步骤，轻松、快速且有效地进行肌肤护理，请使用 essentials™ by Artistry™ 3-Step Bundle
（清新三部曲套装） (#121591)。

新动向
2021年 IBOAI®董事会选举
仅限在线投票！
选举于美国东部时间9月28日星期一上午8点开始
美国东部时间10月12日星期一下午11:59结束
合格的白金及以上级别成员，让我们听到您的想法！为了确保IBO意见依然强劲有力，IBOAI 鼓励您参加即将举
行的新董事会成员选举。请记住，IBOAI 董事会的使命是持续代表北美所有的 IBO，并且获得您这一票的董事
会成员也必须致力于这一使命。选择您相信在2021年1月起的三年任期内，将继续提升业务并积极影响企业未
来的候选人。
请在9月份注意您的电子邮件，了解如何在线投票参加这次重要的选举！

IBOAI 董事会议
2020 年10 月 26 日至 29 日

取消2020 年新白金会议和成功者旅游活动邀请
来自 Amway™ 公司的重要信息：

经过深思熟虑，为防患于未燃，为确保所有 IBO 和员工的绝对安全和健康，最好的方式就是取消计划于 2020
年举行的所有 Amway 赞助的亲临现场的会议和活动。我们的团队正在努力为你们提供更多备选方案，让你们
拥有今年应得的活动体验。当有更进一步的信息时，我们将直接与受 2020 年活动取消影响的 IBO 联系。

说得好！
“我很荣幸今年被任命为业务运营委员会主席，同时还在执行委员
会任职。我对 IBOAI® 与 Amway™ 之间的了解、发展和合作印象深
刻，也非常赞赏。我可以向商业史上最伟大的人学习。IBOAI 内部
的领导人决心代表北美的每个 IBO 发言。我们努力使今年成为最
出色的一年，并希望在未来的几年继续与公司保持合作伙伴关
系。”
David Dussault，业务运营委员会 主席

增加价值 - 可帮助您更快速、轻松、高效开展业务的资源！
来 IBOAI® 的 IBO 最佳实践
您是否知道 IBO 最佳实践每月在 IBOAI.com 上发布？
这些主题很重要、有趣且多样化。 深入研究社交媒体指南、知识和音乐/视频版权、向客户销售，向发展对象
介绍“计划"等。 立即查看这个有用的资源！

IBOAI 演讲者指南
IBOAI 在其网站上提供了演讲者指南！IBOAI 演讲者指南。 重要的是要记住，当您在台上说话时，您不仅代表
自己或您的 LOS 的一份子，您还代表了整个 Amway。 专注于业务。 遵循黄金规则。 清晰。 准确。

IBO 记账说明
IBO 记账101 提供关于如何在建立业务的同时妥善记录易于理解的说明。 该指南的作者 Joe DePetris 是位注册
会计师 （CPA ）且兼任 IBOAI董事会的专业顾问。
他与成千上万的 IBO 密切合作，包括从那些刚入门到钻石级别及以上的 IBO。
他努力为 IBO 节省时间和金钱，向他们提供工具和知识，以保持满足国税局要求的正确业务活动记录。在本指
南中，Joe 与您分享他向客户提供的相同见解。

保持联系
只需一次点击便可访问您的 IBOAI® 董事会！
请在线查找有助于支持您事业取得成功的信息和资源。
iboai.com
facebook.com/IBOAI

twitter.com/IBOAI

和
和

IBOFACTS.com
facebook.com/IBOAISpanish

twitter.com/IBOAISpanish

instagram.com/iboai

需要协助？让IBOAI听证与调解委员会帮助您！
http://www.iboai.com/zh/your-iboai-board/iboai-structure/hearing-and-disputes-committe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