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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7 日， 中国消费者协会公布了

2019 消费维权年主题“信用让消费更放

心”。近年来，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

等新技术推动下，“线下体验”与“线上社

群”深度融合的新零售，让消费不断升级，

但假冒伪劣、虚假宣传、霸王条款等损害

消费者权益的情况却时有发生。如何才能

切实保障并提升消费者的权益？即将成立

60 周年的安利认为， 唯有坚持生产安全

优质的产品，优化消费体验，不断满足和

保障消费新需求，才能走在提升消费者权

益的前列。

匠心品质，引领自然生活

在纯净的土壤种植，在适合的时间采

收。生产的每一步，都严格按照规范，精心

呵护， 让自然的精华体现在每一个产品

中，这就是安利旗下的营养保健品牌安利

纽崔莱。从种子到成品，从生产到包装，全

程严苛把控，每一步都可追溯，用匠心将

最安全优质的产品送到消费者手中。

安利 60 年如一日， 始终坚持为消费

者提供优质产品和服务。 根据我国《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消费者享有“7 天

无理由退货”的权利。 为了让消费者享受

到国际水准的消费保障， 安利在此基础

上，推出了 30 天无忧退货保障机制。在保

障期内， 顾客如对购买的产品不满意，可

以依据公司规定在 30 天内随时退换货。

甚至对于已开封使用的日化产品、美容化

妆品等，如果使用未过半，都可退货并获

得等值购物券补偿。

安利连续 12 年荣获中国食品安全年

会颁发的“百家诚信示范单位”称号；连续

8 年荣获中国质量检验协会颁发的“全国

产品和服务质量诚信示范企业”称号。 安

利用优质安全的产品和卓越的服务，让消

费不断升级。

多维体验，提供个性化解决方案

面对消费升级和体验经济大潮，消费

者需要的不仅是产品，而是融合产品和服

务的个性化解决方案，甚至是一种生活方

式。近年来，安利积极动作，陆续实施数字

化战略、体验战略和年轻化战略，打造线

上移动电商平台，布局线下体验馆、体验

店，开展社群经济，为消费者提供全新的

安利式 O2O 卓越体验。

在线上，安利不断完善数字化平台建

设，优化网购体验。 2017 年“安利云购”全

新升级， 深度整合了包括安利易联网、安

利数码港 APP 等多个 PC 端和移动端的

自有电商平台，可对消费者行为进行记忆

与分析，智能化推荐产品，精准化满足和

引导消费需求。而 2018 年 9 月上线的“安

利微购”平台，更是吸引年轻人，在工作之

余也能轻松兼职“轻创业”， 收入即时可

见。 截至目前，安利自有线上平台上产生

的销售额已超过安利年销售额的 80%，

发展成为中国颇具规模的 O2O 直销电

商平台。

在线下，安利的体验实体升级也在稳

步推进。 从 2014 年至 2019 年年初，在国

内建成 96 家体验实体， 覆盖了全国核心

城市、大部分省会城市以及区域经济中心

城市。 全国店铺的升级改造预计 2019 年

全部完成，届时现有的 266 家体验实体及

传统店铺，将全面转型为体验实体。 通过

差异化定位，更好的服务消费者，落实体

验战略。

智能服务 时效全面升级

在物流端， 安利与京东物流合作，打

造高效的物流配送体系，为安利自有移动

社交电商平台“安利云购”，提供面向终端

消费者的物流配送服务，并为安利提供店

铺补货等其他仓储物流服务。 目前，安利

家居送货一、二线城市 24 小时即可到达，

偏远地区也缩短到 3 天以内。

随着智能技术的发展， 安利早在

2017 年 4 月就引入智能客服机器人“小

安助手”，7*24 小时随时在线， 有效解决

消费者非工作时间找不到客服咨询、长时

间排队等待客服响应等问题，一经推出便

受到了市场的热烈欢迎， 月交互量高达

70 万。 截至目前， 智能机器人可以解决

90%的顾客问题、回复准确率高达 98%、顾

客满意度高达 97%，这是安利推进智能客

服的高效创新举措。

“3·15 世界消费者权益保护日”来临

之际，安利再次提醒广大消费者：“正品源

于正道”，请选择从安利营销人员、店铺、

安利云购等正规渠道购买安利产品，享受

安利式卓越体验，莫贪便宜，谨防其他渠

道假货侵害。

用卓越体验提升消费者权益

60周年新安利

▲安利纽崔莱从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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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欧嘉福 通讯

员 公交宣）

昨日， 广州智慧公共交通

联合创新研究院

（以下简称“研究院”）

揭牌仪式暨年度工作总结座谈会在公

交集团总部举行。 记者了解到，联通在

生物岛已建立12个5G基站， 广州公交

集团依托基站建立了5G自动驾驶示范

区。 另外，羊城通公司携手广电运通共

同搭建联合创新实验室， 市民将可以

通过羊城通社区，获知公交车班次，甚

至拥挤程度。

为打造便捷、安全、共享、绿色的

公共交通系统， 广州公交集团联合中

科院软件所等16家校企组建研究院，

公交集团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孙玉为

研究院带头人， 成立博士后创新实践

基地。 研究院将聚焦城市公共交通大

脑、 公众品质出行服务等领域开展工

作，推动广州公共交通创新发展。

此外，公交集团牵头、联合相关单

位共同开展5G营运车辆自动驾驶与车

路协同暨新一代协作式智能交通示范

区项目， 努力推动广州成为国内首个

商业化运营的公交、出租示范城市。 联

通在生物岛建立了12个5G基站， 广州

公交集团在生物岛主导5G营运车辆自

动驾驶与车路协同示范区已在运行

中。 记者获悉，联通去年建立30个5G基

站用于通信以及城市管理， 今年联通

将计划建立多达3000个的5G基站，进

一步推动智能交通的发展。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欧嘉福 通讯

员 成广聚）

昨日， 记者从广州市城市

管理综合执法局获悉， 广州今年除完

成创建50条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资源化

利用示范村外，7个有农村的辖区50%

行政村要覆盖推行生活垃圾分类工

作， 实现辖区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减量

比例达38%以上，辖区农村生活垃圾分

类资源化利用率达18%以上。

方案明确， 创建50条农村生活垃

圾分类资源化利用示范村任务分配

为：白云区7条、黄埔区7条、花都区7

条、番禺区7条、南沙区7条、从化区7

条、增城区8条。 50%行政村覆盖推行生

活垃圾分类工作任务分配为： 白云区

59条、黄埔区15条、花都区100条、番禺

区89条、南沙区64条、从化区110条、增

城区138条，共575条。

方案指出，本月起各区、街

（镇 ）

、

行政村要制定本级相应的实施方案，

细化任务、明确分工，落实责任，形成

统筹联动反馈工作机制， 建立精细化

数据记录日常管理台账， 建立市本级

资金补助项目建设和管理情况台账。

各区对推行垃圾分类各行政村所在街

（镇 ）

进行部署培训；落实指导督促将

垃圾分类制度纳入村规民约； 开展硬

件设施设备配置的建设改造工作。 要

对照示范村或垃圾分类推行村标准完

成容器设备等硬件配置， 基本完成分

类收集点、宣传栏、有害垃圾投放点、

可回收物回收点等设置和修缮提升。

广州今年创建50条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资源化利用示范村

575条行政村推行生活垃圾分类

广州智慧公共交通联合创新研究院揭牌

生物岛已建立5G自动驾驶示范区

公交集团为孙玉院士颁发聘书。

信息时报记者 康健 摄

农村垃圾分类点。 信息时报记者 叶伟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