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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销“寒意”仍在 如何破局？

业内：直销应由人员直销向工具直销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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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郑晓玫）

记

者昨日从广东省发改委官网获悉，

根据国家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结

合近一段时期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

况，国家发展改革委决定自9月18日

24时起上调国内成品油价格， 即在

现行价格的基础上，广东省汽、柴油

价格每吨均上调125元。

相比上一轮调整后的价格，相当

于89号汽油每升上涨0.09元，92号汽

油每升上涨0.10元，95号汽油每升上

涨0.11元，0号柴油每升上涨0.11元。

按一辆油箱容量50L的家用汽车来计

算，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多花5元。

近日， 北京马拉松组委会正式

宣布2019年北京马拉松定于11月3日

起跑， 预报名工作已于8月24日结

束。 今年北京马拉松迎来第39个年

头， 作为官方独家指定证券基金类

别赞助商，华夏基金已是连续第6年

赞助北京马拉松， 并多次荣膺官方

赞助商杰出贡献奖。

自2014年开始赞助北京马拉松

以来，华夏基金不断推陈出新，将马

拉松运动理念和基金公司坚持文化

深入结合，举办多种线上线下活动，

持续传递“坚持运动 坚持美好”的理

念。 经济有周期，股市有波动，投资

也是个如同长跑那样的长过程，比

拼的是看谁能笑到最后。 Wind数据

显示，截至9月11日，在公募基金“长

跑”业绩十强中，华夏基金占据2席，

其中华夏大盘以2403.70%的涨幅，夺

得冠军。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郑晓玫）

根据

近期发布的中报数据，康宝莱净利润下

降2.1%，中国区市场营收下降32%；如新

净利润增长3.3%，中国区市场营收下降

11%……这显示出， 自去年底“权健事

件”以来，行业阵痛蔓延至今，直销市场

形势仍未明朗。 再加上云集、花生日记

等社交电商的崛起，直销可谓“腹背受

敌”。 对此，直销行业该如何破局呢？

有企业暂停直销业务

日前，康宝莱公布了2019年中期业

绩。上半年，公司实现营收24.12亿美元，

同比下降2.03%； 实现净利润1.73亿美

元，同比下降2.1%。 在中国区业绩方面，

实现营收3.37亿美元， 占营业总收入比

例为13.99%，同比下降32.38%。

如新集团的中期业绩则显示，实现

营收12.47亿美元，同比下降了5.55%；实

现净利润0.89亿美元，同比增长3.3%。在

中国大陆市场，实现营收3.94亿美元，占

营业总收入比例为31.58%，同比下降了

11.06%。 其中二季度，在中国大陆市场

实现营收1.85亿美元， 占营业总收入比

例为29.72%，同比下降了24.43%。

对于直销企业的表现，记者也咨询

了安利、无限极等直企。 然而，除了安

利，截至记者发稿时止，多数企业都未

予回应。“上半年受到‘权健事件’的影

响，我们的业绩是有所下调的。 但是9月

份是我们的新财年，现在看来开局还是

不错的。 ”安利人士向记者表示。

国际直销巨头状态低迷，而行业未

来充满了不确定性，不少内资直销公司

对市场也并不乐观，比如康恩贝等企业

就停止了直销业务，暂时没有“再修炼

直销内功”的打算。

雅芳也“暂停了”在中国市场的直

销业务，以致财报不太理想。 据雅芳公

布的2019年二季度业绩，当期公司收入

为11.748亿美元，下跌了13.1%。

其实， 直企上半年业绩下滑除了

是“权健事件” 使得行业的美誉度和

诚信度受损所造成的影响外， 销售人

才流失也是其业绩增速放缓的主要原

因之一。 “在大众创业时代， 市场提

供了很多便利的创业机遇和空间， 很

多优秀的直销人员转行了。” 一家直销

巨头高层坦言。

借助数字工具赋能直销

那在“寒意”之下，直销企业该如何

破局呢？ 业内人士表示，随着移动互联

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工

具的崛起，直销应由人员直销向工具直

销转变，方能为直销赋能。

据安利新任全球CEO潘睦邻介绍，

近半年来，安利先后将全球数字化创新

中心、大数据创新中心和IT创新中心落

户中国。 未来5年，公司将投入2亿美元

用于数字化工具开发、 数字体验设计、

IT基础建设和系统开发等，以全面赋能

安利营销人员，助其提升营销、服务、管

理效率，实现成功创业。 目前，安利在中

国已有超过90%的销售额来自线上，超

过80%的销售额来自移动端。 直销应由

人员直销向工具直销转变，方能为直销

赋能。

短视频、物联网等工具在未来也会

成为直销的交易情景， 尤其是短视频，

已成为“风口”趋势。 据悉，5月份，快手

日活用户已破2亿；7月， 抖音公布日活

用户超3.2亿。分析人士表示，下一步，如

果直销能抓住这个市场，就能为直销创

造新一波红利。 在物联网方面，手环、汽

车和家电等， 都有可能成为流量的入

口。 如果能借用这一入口，直销吸引流

量就不再是通过开会的方式，也不再是

营造大会的场景，而是通过新技术的线

上渠道解决流量问题。

在现今职场趋势中，“两

栖青年”成为了新兴热门词，

专指那些有着多重身份和多

种职业的青年人， 他们可能

从事着一份主业， 同时又最

大程度开发剩余时间和价

值， 经营一份小生意或进行

创业。据统计，目前国内两栖

青年已超过 8000 万人，而他

们中的大部分人都表示未来

更愿意发展第二职业。

针对越来越多将“闲时”变成“闲钱”，

同时又能实现自我价值的创业需求，近日，

全球知名美容美妆品牌， 并专注为女性提

供事业机会超过半个世纪的玫琳凯公司在

全国百城陆续发起 “玫琳凯女性创业论

坛”。论坛上，玫琳凯宣布未来将通过“美力

WE 事业”来大力推动女性轻松创业。 该

论坛将于 9 月 22 日来到广州，论坛来宾在

现场将获得来自女性创业大咖的事业规划

建议。

“‘她力量’崛起的时代，越来越多的女

性希望能跳出按部就班的生活，自我增值，

提高收入，从而收获更好的人生。 ”据论坛

负责人介绍，“美力 WE 事业”就是基于这

些中国女性事业发展现状和需求而度身打

造的创业平台， 其最大的特点是没有门槛

并具有充分的时间灵活性，无需朝九晚五，

自主分配时间， 无论是作为主要收入来源

还是兼职， 玫琳凯的销售队伍都能用最适

合自己的方式来管理业务， 通过平衡安排

生活与工作，兼顾家庭和事业，并且获得对

等的收入及认可。

据其帮助女性事业发展的丰富经验，

玫琳凯发现女性开展事业的最大困难在于

资金、场地、经验、时间这几个方面。 为此，

一方面玫琳凯给予女性轻松起步的机会，

并且已在全国布局数千家工作室用于场地

支持；另一方面，玫琳凯为新人销售队伍设

定了清晰的业务规划， 并制定独具特色的

培训体系，让每一位从业者都能轻松上手，

并一步步迈向更高的事业台阶。

这份为女性度身打造的“美力 WE 事

业”具有广阔的前景实现经济成功，和一般

企业不同，其发展路径不设有天花板，同时

还设有女性专属的文化来激励女性。 活动

中，来宾对“授权经销商粉红轿车计划”和

海外游学等激励方式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在此之前，所奖励的粉车已有 10000 辆余。

作为一家有着超过半个世纪专注女性

事业发展经验，业务遍布近 40 个国家和地

区的跨国企业， 玫琳凯一直以来都是全球

女性热选的事业平台， 在本年度声誉研究

所（Ri）2019 职场百强研究中，玫琳凯荣登

“全球最佳声誉雇主”榜单。 其旗下拥有护

肤、 彩妆、 营养品三大品类数百款知名产

品，也十分有利于助力销售队伍打开市场。

玫琳凯美力WE事业 助力平凡女性开启事业之路

将“闲时”变“闲钱”低门槛创业成趋势

随着 9 月 12 日贵阳市发布通

知， 打响城市取消汽车限购的第一

枪， 目前已有 4 个省市放宽汽车限

购。 万家基金表示，依据近几月汽车

行业数据表现来看， 渠道整车去库

存已入尾声，补库存意愿渐显，叠加

部分省市取消限牌限购， 汽车行业

产销增速有望回升， 相关板块弹性

更优。

据了解，万家基金 9 月 23 日将

推出一只把握汽车主题投资机会的

新产品———万家汽车新趋势混合基

金，80%的基金资产将投资于新能源

汽车、智能驾驶、国产替代等相关优

质上市公司， 为投资者提供把握相

关主题及参与科技升级周期的投资

布局机会。 在投资过程中，管理人将

采用自下而上的投资方法， 以基本

面分析为立足点， 谋求基金资产的

中长期稳健增值。

油价上调 加满一箱92号汽油多花5元

“北马”11月起跑 华夏基金连续6年赞助

万家汽车新趋势9月23日正式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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