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永安私享家平台
健康商城｜国策产业｜创富平台｜拉动内需｜共享共赢｜ 共同富裕

分享健康，分享财富，分享是一种美德！

地址：南京市江北新区星火路19号

星智汇商务花园A1幢

电话：025-58575198  传真：58575108



成为永安私享家会员·您将获得以下权益

诚信实力名企·合法合规经营·节省传统费用·回报私享分享·终身权益保障

红包福利

自购特别优惠

免费爆款

分享叠加收益

总部分红

永安私享家会员

私享健康+分享财富+共享共赢+福利商品



序

号
会员级别

会员晋升条件
（二选一）

累计消费额
（元）

会员权益（特惠专区福利商品除外）
（自购最低 5.8 折，分享收益最高可达35%）

自购/提货 直接分享收益 间接分享收益

白银私享家

黄金私享家

铂金私享家

钻石私享家

1

2

3

4

零门槛、实名注册
均可免费领取爆款产品

再赠消费红包999元

≥999元

≥2999元

≥9999元

7.8折

6.8折

5.8折

5%

10%

15%

10%

15%

20%

永安私享家会员权益

≥299元

≥999元

≥2999元

一次性购货
（元）

★特别贡献奖：平台直接分享业绩月度与年度前10 名，有权竞逐平台总业绩2%月度大奖与3%年度大奖

个人业绩名次 第1名 第2名 第3名 第4名 第5名 第6名 第7名 第8名 第9名 第10名

特别贡献奖分配比例 15% 14% 13% 12% 11% 9% 8% 7% 6% 5%

5% 2.5%

★总部分红：晋级成为钻石级私享家，级别永不滑落，次月起有权终身分享平台总业绩5%的总部分红大奖



钻石私享家年度叠加收益分析

【钻石私享家】年度叠加收益分析表

备注：以上数据仅为测算示例，完全可以实现，但不代表公司承诺，实际收益取决于市场环境与个人运作能力。

年入500万不是梦！钻石私享家年度叠加收益合计

叠加收益路线

【直接分享】收益

【间接分享】收益

【月度】特别贡献奖

【年度】特别贡献奖

【钻石私享家】总部分红

推荐城市合伙人
推荐金牌代理商

年度60万元业绩

年度600万元业绩

【平台年度总业绩】
5亿元

【平台年度总业绩】
5亿元

【平台年度总业绩】
5亿元

年度500万元业绩

直接分享收益为20%

间接分享收益为15%

月度特别贡献奖为平台总业绩的2%，即年
度可分享额度为1000万，按照前10名最高15%的
份额享受，收益应为150万元。

年度特别贡献奖为平台总业绩的3%，即年
度可分享额度为1500万，按照前10名最高15%的
份额享受，收益应为225万元。

总部分红额度为总业绩的5%，即年度可分
享额度为2500万，若按照500人平均分配，每个
钻石私享家分红收益应为5万元。

享有平台归属=直推收益+间推收益+线下
提货20%分红权益。

预估年度业绩 叠加收益说明

12

90

150

225

5

100

≥580万



成为独家城市合伙人·您将获得以下权益

零风险投入·零库存压力·择一城创业·搏一生精彩

独家城市合伙人

区域分红 空间更大

广告支持 培训支持 营销支持 招商支持 市场支持

平台权益 总部分红 线下收益

全国加盟·一城一主·线上线下·叠加收益

总部联营·共建实体·促进繁荣·共享未来



独家城市合伙人特别权益

独享城市业绩

10%区域分红
共享平台业绩

10%总部分红

★推荐城市合伙人：线上线下多重收益★

平台归属权=直推收益+间推收益+线下提货20%分红收益

一线城市 新一线城市 二线城市 三线城市 四线城市 五线城市

6份 5份 4份 3份 2份 1份

独享授权城市平台总业绩的

10%
按照分红份数，共享全国平台总业绩的

10%
+叠加收益+上不封顶+

轻松加盟·强强联合·共赢未来



独家城市合伙人权利和义务

城市合伙人加盟须知 城市合伙人线下特价

城市合伙人
类别

城市合伙人指标（万元）

加盟保证金 年度目标

一线城市 60 ≥3000
新一线城市 50 ≥2500
二线城市 40 ≥2000
三线城市 30 ≥1500
四线城市 20 ≥1000
五线城市 10 ≥500

➢ 按照城市类别，符合相关要求，成为钻石私享家且缴纳加盟保证金，即可加盟成为城市合伙人，同时享有与总部联营，共建全国337家实体公司资格。

➢ 城市合伙人须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经营活动必须遵纪守法，按章纳税，根据当地政府的相关规定办理完善经营手续，进行独立有序的经营销售。

➢ 城市合伙人有义务积极配合总部在合作区域内进行招商、市场宣传、客户维护等经营活动，原则上每月至少召开一次线下招商分享会议，由城市合伙人负责安排

接待、人员组织、场地安排等。

城市合伙人权利与义务

城市合伙人线下提货，享受全国统一零售价的

2折特惠权

合伙人线下提货，任意产品5箱起购
线下零售价不得低于平台最低5.8折

推荐城市合伙人：享有平台归属权=直推收益
+间推收益+总部线下提货20%分红权益



金牌代理商权利与义务

金牌代理商加盟须知 金牌代理商线下特价

➢ 按照城市类别，符合相关要求，成为钻石私享家且缴纳加盟保证金，即可申请成为金牌代理商。

➢ 金牌代理商经营活动必须遵纪守法，按章纳税，进行独立有序的经营销售。

➢ 金牌代理商有义务积极配合城市合伙人在合作区域内进行招商、市场宣传、客户维护等经营活动，积极协助城市合伙人组织召开线下招商分享会议，积极参与安

排接待、人员组织、场地安排等。

金牌代理商权利与义务

金牌代理商线下提货，享受全国统一零售价的

3折特惠权

代理商线下提货，任意产品1箱起购
线下零售价不得低于平台最低5.8折

推荐金牌代理商：享有平台归属权=直推收益
+间推收益+总部线下提货20%分红权益

本人申请，向所在城市合伙人缴纳加盟保证金

1万元
即可成为金牌代理商，归属城市合伙人管理
暂无城市合伙人区域可直接向总部申请



独家城市合伙人年度叠加收益分析

【独家城市合伙人】年度叠加收益分析表

备注：以上数据仅为测算示例，完全可以实现，但不代表公司承诺，实际收益取决于市场环境与个人运作能力。

年入两千万不是梦！独家城市合伙人年度叠加收益合计

叠加收益路线

钻石私享家平台收益

城市合伙人区域分红

城市合伙人总部分红

线下城市经销权收益

城市合伙人线下零售收益

推荐城市合伙人
推荐金牌代理商

-----

【平台年度区域总业绩】
3000万元

【平台年度总业绩】
5亿元

【金牌代理商业绩】
1000万元

年度销售500万元

年度1000万元业绩

详见【钻石私享家年度收益分析】

城市合伙人独享区域总业绩的10%。

合伙人总部分红额度为平台总业绩的10%，
即可分享额度为5000万，若按照100份平均分配，
每份可分配50万，最高6份可达300万。

城市合伙人线下按照3折价格批售金牌代理
商，可获得⅓利润收益（约33%）。

城市合伙人线下按照最低5.8折价格销售，
可获得约65%收益。

享有平台归属权=直推收益+间推收益+线
下提货20%分红权益。

预估年度业绩 叠加收益说明

≥580

300

300

330

325

200

≥2035



永安智尔康部分核心产品

永赋系列

湃啵系列

列福康-男性专用凝胶

产品规格：5克/5支

全国统一零售价：¥399元

列福康-男性专用凝胶（礼盒装）

产品规格：5克/7支

全国统一零售价：¥599元

列福康-男性专用凝胶

产品规格：5克/3支

全国统一零售价：¥259元

妇爱康-妇科专用凝胶

产品规格：3克/5支

全国统一零售价：¥199元

妇爱康-妇科专用凝胶（礼盒装）

产品规格：3克/7支

全国统一零售价：¥359元

妇爱康-妇科专用凝胶

产品规格：3克/3支

全国统一零售价：¥139元

永赋一抹松关节舒缓凝胶

产品规格：

10克/ 20克/ 30克

全国统一零售价：

¥99元/159元/199元

永安智尔康系列✓ 诚信名企荣誉出品

✓ 产学研销服务一体化

✓ 自主知识产权

✓ 国家发明专利

✓ 总部直发，正品保障

✓ 萃取天然植物草本精华

✓ 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权

威认证

✓ PICC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

✓ ISO9001:2015国际质量管

理体系认证

✓ 南京野生植物综合利用研究

院战略合作

✓ 会员福利特惠专区全网更低

………



部分知识产权及荣誉认证





江苏永安大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感恩你我不期而遇
期待美好如约而至

与永安同行，开启您的【健康+财富】之旅

永安大健康公众号 马上扫码与我联系永安私享家小程序永安生物科技公众号 永安智尔康旗舰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