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尊敬的REAL GOLD网店的顾客! 

本小册含有我公司给所参加«REAL GOLD»广告和奖金计划的伙伴提供生

意机会的信息。 

参加广告和奖金计划是志愿的。计划是一种对«REAL GOLD»投资黄金网

店的顾客补充生意建议。  

«REAL GOLD»公司的基本活动是出卖生产在私有的精练厂上并在德国,

瑞士,匈牙利,非洲协作厂上的投资金锭。你可以上www.1realgold.com公司的网站

在网店购买«REAL GOLD»金条或来参观出售任所。 

 

关于生意机会 

我们想给您介绍一下一种«REAL GOLD»新生意活动。这种活动包括些下

述的机会: 

 投资黄金商店; 

 领到固定消极收益的财务模型; 

 为了建立一种有利润的网上生意有寻找商务伙伴的市场; 

 用金条积蓄个人储蓄。 

 谁是«REAL GOLD»生意模型的受众定位? 

1. «我想向有利润的生意搁钱还领到固定消极收益!» 

 

2.  «我喜欢在我钱对我有利时休息休息!我不想邀请,说明理由或为产品或服务做广告» 

 

3. «我有些货币积累,想建立自己的生意,但是我不知道应该作什么样的生意。我在寻找

一位有经验的伙伴,想让他担推行产品或服务的责任»。 

 

4. «我想在工作初段就追回我的利益»。  

 

5. «我在电子企业已有顺利的工作经验。我会和人们工作,也会出售。我想试试作任何

新的工作,不过现在我没有闲钱参加生意。» 

 

6. «我不喜欢为别人工作,我珍惜自己的独立。我想投入最小的投资还在最短时间领到

稳定的收入,而最重要是我什么都不冒险!» 

 

7.  «我从来没和电子企业有关系,但是我对这种生意很感兴趣。我想获得新知识,认识

很多非凡的人,在团队里工作一下!» 

http://www.1realgold.com/


 

8. «我希望会使我的资金增加,保证安全»。 

我们不叫你标出最多合适你的意见! 

我们拿稳因有«REAL GOLD»生意模型人会达到每个上述的目标,因为«REAL GO

LD»生意模型包括寻找商务伙伴和有利润电子企业的工具功能。 

每个想建立自己有利生意的人遇到许多商务问题。«REAL GOLD»是第一提供

这种问题具体解决的生意模型。 

什么样的生意模型会保证领到固定收入? 

什么产品或服务要向市场提供为了: 

 向顾客不心惭,不发窘, 

 对消费者健康不担负责任 

           怎么不放投资开生意? 

怎么找到有效的伙伴? 

要是我不会邀请人入生意我怎么可以找到伙伴? 

我怎么可以增加并保全自己的资金? 

我怎么会避免向层压式推销放投资? 

  



REAL 

 

什么样的生意模型会保证领到固定收入? 

«REAL GOLD»是一种因有自己工作效果,每个生意团队参加者的积极增

加«REAL GOLD»公司的投资金条销售量的作用而领到收入的革新财务模型。  

«REAL GOLD»生意模型含有一个在网络营销的成就公式,其意思是由使

用新被职业家制定的商业计划改进先进的模型。 

头一次: 

 首领位于在受邀请者下面并帮助他得到奖励; 

 第一次订购后可以归还资金; 

 参加者都有机会在含有许多国际积极候选人简历的专业人才市场上找

到商务伙伴并入国际出售级; 

 为了得到奖励人不需要有熟练程度。  

广告和奖金合作计划的生意模型分成三个生意环节: 

银生意环节 

金生意环节 

铂生意环节 

订购银生意环节供得到2.070欧奖金奖励用的。 

订购金生意环节供得到3.690欧奖金奖励用的。 

订购铂生意环节供得到8.500欧奖金奖励用的。  

 

我们创造的商业概念不但符合所对现代网络模型的要求,而是具体地回

答基本任何成功的传销不会回答的问题。 

我什么时候会抵补我的投资? 

销售计划的结构让你在第一个受邀请者来生意结构后就归还你的投资1。  

                            
1
 在重复通过生意环节时只在下级4个生意座位充满后才可以得到奖励。 



我什么时候开始领到固定收入?  

收入领到和时间条件没有什么关系,只和结构所参加者的积极工作有关系

的。  

我要是不想做广告工作我怎么会找到商务伙伴?  

参加者都在«REAL WORK»人才市场上可以寻找商务伙伴。人才市场上有许多

想参加广告和销售计划的候选人简历,此候选人将来都要做广告工作。 

我可不可以不完成技能要求还领到收入?  

为了上生意环节并领到收入完成技能是不一定的。伙伴在他生意环节第一次

订购后就领到工资。  

我因邀请伙伴入我首领的生意环节有没有好处?  

«REAL GOLD»是一种唯一的有两个流动种类的生意模型:第一是从首领的流

动,第二是从下级伙伴的流动。首领和他团队都位于在受邀请者下面并帮助

他们得到奖励。保证你首领充满其生意环节你可以指望在再投资后你首领和

他团队都在一起用其订购帮你充满你自己的生意环节并得到奖励。  

  



我收入是不是只和广告活动效果有关系的? 

«REAL GOLD»广告和奖金合作计划分成三个销售阶段,这些阶段都同时开始工

作 

o 生意环节的第一个订购支付; 

o 离开环节的支付; 

o 首领计划奖励的支付。 

充满生意环节时伙伴要不要有技能? 

不要!工作效果看伙伴愿意领到固定的收入来决定! 

参加条件 

为了参加«REAL GOLD»广告和奖金计划并由成功公司的产品和服务广告

活动领到工资你需要:  

1) 登记在公司的网站上; 

2) 在公司的网店上购买一块500,1.000,2.500,3.000克的金条(或几块不

少于500,1.000,2.500,3.000克的金条); 

或 

交付购买金条的定金;重量是500,1.000,2.500或3.000克(或几块有50

0, 1.000,2.500或3.000克总量的金条); 

3) 和公司签订«参加REAL GOLD广告和奖金合作计划的协定»。 

为了参加REAL GOLD广告和奖金合作计划还需要给公司发些文件,包括: 

1) 追求著的护照复印;2 

2) 签订的«买卖合同»3或«加定金的买卖合同»的原件;4 

3) 给第三者转交购买金条资金或支付购买金条定金的收据。5 

GOLD 

我们给您提供什么样的产品:  

 

 一种不需要介绍的产品;  

 一种价值越来越高的产品; 

                            
2
 需要第一页和所有户口登记页的复印。 

3
 如付金条的全价值。 

4
 如付金条的定金。 

5
 如给第三者转交购买金条资金或支付购买金条定金的话。 



 一种需有要量很大的产品; 

 一种有富裕的人作为其目标顾客的产品; 

 一种真是高贵的产品; 

999,9开的投资黄金条 

黄金投资的原因: 

黄金就是真正的钱,其他都是诺言! 

世界上只遗有20年的黄金工业储藏量! 

 

根据the Goldman Sachs最大投资银行之一的预报黄金价值最近会贵几

倍,黄金产量会达到顶点。 

选金公司中间的主导首领加拿大Goldcorp公司也预报黄金世界增值,原

因有: 

 黄金供给缺乏; 

 新矿产地的有限性; 

 黄金用尽,不能补偿。 

所国家内黄金需求在提高! 

 黄金总生产量提高5吨; 

 各种国家的中央银行都差不多70吨提高黄金采购量; 

 在亚洲财富级和贵金属要求都提高; 

 文化观点和黄金通俗性提高。 

 

  

http://www.profi-forex.org/biznes/banks.html
http://www.profi-forex.org/biznes/banks.html


我怎么会避免向层压式推销放投资? 

关于Real Gold Ltd公司的利润 

«Real Gold Ltd»是一家提供在买卖投资金条范围服务的公司。  

公司的能力包括整个和最高开的投资金条生产,销售,保存,购买有关系

的范围: 

 私有黄金精炼; 

 在全世界上通过网店和出售任所销售999,9开的金条;  

 销售主导生产厂家的有商品说明书的投资金条; 

 保存,送达,在线购买以前在公司买到的金条; 

 和在非洲开采黄金公司的合作。 

REAL GOLD投资金条的购买者都参加广告和奖金计划。金条价值看购买

时交易所的黄金价值来决定。 

Real Gold Ltd公司不是投资公司。Real Gold Ltd的专营是通过公司

网站上的网店和出售任所销售999,9开的金条。  

REAL GOLD黄金购买者为了因公司的产品和服务的顺利广告活动领到收

入出于自愿参加计划并任何时间都可以离开计划。 

广告和奖金计划是一种向REAL GOLD投资黄金购买者的补充生意建议。

所公司的网站和出售任所的客人都可以买得到有销售价值的REAL GOLD金条,

这个过程和参加广告和奖金计划没有什么关系。  

 

  



怎么不放投资入生意? 

«导员制度» 

在我们的独一无二的计划中每个伙伴都看自己的财力选择在团队的参

加级。  

每个人想建立有利润的网上生意,在别的地区或国家找到伙伴,领到固

定的消极收益都可以向其伙伴当导员并建立自己的生意机构。  

导员 

 财务投资,  

 经理职务:自己代表伙伴的规划,控制和管理; 

 在第一次离开环节时可以由自己的伙伴工作领到消极收益; 

 实际迅速收入; 

 欧奖金的利润都可以为购买投资黄金使用的; 

 因自己的生意机构工作效果有很大收入; 

 出于自愿做广告工作,邀请新伙伴来参加机构。 

每个积极的,办事精明的,有着在电子企业工作经验但没有为入机构闲
款的人  

或 

每个在寻找固定工钱,新经验和结识,但没有电子企业工作经验,但没有
在自己机构放投资的人 

因为我们的REAL WORK人才市场都可以提自己为潜在伙伴候选人并加入

导员的团队。 

  



潜在伙伴 

 零启动资金; 

 广告活动; 

 实际迅速收入; 

 欧奖金的利润都可以为投资黄金购买或放资金到结算账户使用的; 

 可以建立自己的机构; 

 可以当导员,在«REAL WORK»人才市场上寻找积极的伙伴。  

«REAL GOLD»模型考虑到各种想创办自己生意并领到固定收入组人的能

力。不管财务状况,业余时间或在传销公司的工作经验,任何人都可以当计划

伙伴收功。  

怎么找到有效的伙伴? 

«REAL WORK是寻找商务伙伴的市场» 

为了寻找伙伴及在网上顺利地做生意我们头一次创造一种人才市场。 

«REAL WORK»作为一种含有应聘者简历库的框架。应聘者提他们为做广告活

动的伙伴候选人。  

在我们的人才市场上: 

 想在REAL GOLD网创办自己的带来高消极收益生意的事务家都获得潜在

伙伴库的访问并看他们的简历可以找到精力充沛的,积极的商务伙伴。 

 有经验的电子企业参加者都可以直接给对在REAL GOLD网领到消极收益

感兴趣的人提供他们的建立顺利生意机构的服务; 

 寻找非传统的工资来源办事精明的人也可以提自己为积极伙伴候选人

并参加REAL GOLD计划。  

  



因为«REAL WORK»人才市场你可以: 

 找到精力充沛的,积极的伙伴  

你不需要为了你的机构发展寻找积极的伙伴,我们替你已找到了他们。

想参加计划的人自己在人才市场上登载简历等待你的邀请。 

 给生意团对提供自己的服务 

在参加计划时每个伙伴都可以加上7位积极来自人才市场的候选人到自

己的生意机构。在我公司网站上登载简历后你就可以参加广告和奖金

计划并将来建立自己的机构。  

 没有启动资金和工作经验开生意 

由参加计划领到收入没有什么和入生意的财务或时间条件有关系的,只

和机构所参加者的积极性和全团队工作效果有关系的。  

 在全世界上建成有效的伙伴团队  

«REAL WORK»数据库含有全世界上候选人的简历。我们的人才市场扩大

寻找伙伴的范围。你可以建成国际生意团队还入国际市场。  

这样一来举行销售座谈会和寻找新伙伴的效果都提高,因为: 

 给有足够资金还想建立自己生意的人你可以提供由«REAL WORK»人才市

场的积极伙伴团队的工作固定消极收益; 

 给没有足够入计划资金的人你可以建议登记在«REAL WORK»人才市场网

站上并将他的候选人建议给对积极生意机构参加者感兴趣的伙伴。不

仅如此每个来从人才市场到计划的伙伴上金环节时还可以当一位导员

及邀请潜在伙伴来发展他的生意机构。 

  



我要是不会邀请来入生意我怎么可以找到伙伴? 

关于人才市场 

«REAL WORK»人才市场是一种为有效地寻找«REAL GOLD»计划商务伙伴

做的工具。这个人才市场含有 

 积极想参加«REAL GOLD»计划的潜在伙伴; 

怎么当导员: 

每个«REAL GOLD»广告和奖金计划的参加者都可以将从«REAL WORK»人

才市场邀请的潜在伙伴还有机会当导员如果他: 

 在公司网店上购买不少于1.000克的金条(或几块有不少于

1.000克总量的金条); 

 支付购买不少于1.000克金条的定金后(或几块有不少于1.0

00克总量的金条); 

 在每次所伙伴的订购上金环节的下级时。 

潜在伙伴的订购位于在银环节的上级。在潜在伙伴顶购时导员不获得

欧奖金。  

在参加计划时间内1位导员可以加上最多是7位伙伴6。 

潜在伙伴的数量和参加程序 

购买一块1.000,2.500或3.000克的金条时(或几块有不少于1.000克总

量的金条),或支付购买不少于1.000,2.500或3.000克金条的定金时(或几块

有1.000,2.500或3.000克总量的金条);«REAL GOLD»广告和奖金计划的参加

者可以选择一位潜在伙伴。 

在订购上金生意环节后来从人才市场的参加者可以选择一位潜在伙

伴。 

所其他广告和奖金计划的参加者在订购上金生意环节的下级后才可以

选择潜在伙伴。  

怎么在网上领到消极收益? 

                            
6
 同时一月只可以邀请2位潜在伙伴。  



«REAL GOLD»广告和奖金合作计划包括三个销售阶段,这些阶段都同时

开始工作 

o 生意环节的第一订购的支付; 

o 离开环节的支付; 

o 首领计划的奖励支付。 

生意环节的第一订购的支付 

第一个直接邀请后每个广告和奖金计划的伙伴都得到欧奖金。  

这样一来: 

 在导员的环节上订第一个购后他就会抵补其投资。 

 潜在伙伴为他们积极地加上第一个参加者的工作得到奖励

并有当计划伙伴的机会。  

 

生意环节订购的工作原理。 

每个生意环节有两个级:上级和下级。 

在上级有一个生意座位,是上级首领的座位。 

在下级有4个生意座位,是所上这个生意环节伙伴的订购座位。伙伴订

购的排列次序是自左而右。  

只在购买一快(几快)金条后或在支付购买一快(几快)金条的定金后才

可以在生意环节上订购。购买者在任何时间都可以当计划的伙伴并顶他第一

个购。  



在铂生意环节和银或金生意环节上的订购同时进行的,或者要是伙伴的

订购位于在银或金生意环节上。  

充满生意环节的生意座位是如下的: 

 被所位于在此生意环节上的伙伴; 

 被所有这个登记号码的参加者(直接邀请的人); 

 被邀请的上级和下级伙伴的订购。 

所伙伴的订购按照购买的金条重量或定金的总额都位于在直接上级首

领的生意环节下级。  

如果没有直接上级的首领的话在银生意环节上订购时参加者要选任何他最喜欢的环节并在

«选伙伴»行填上需要用户的数据。如果不填上这个信息的话伙伴就参加最积极的(快

关上的)生意环节。 

如果没有直接上级的首领的话在金或铂生意环节上订购时参加者总是跟着上级的首领。 

如果在金或铂生意环节上没有上级的首领的话参加者要选任何他最喜欢的环节并在«选伙

伴»行填上需要用户的数据。如果不填上这个信息的话伙伴就参加最积极的(快关上

的)生意环节。 

1. 通过生意环节的算法。支付第一个订购。离开环节的支付。 

根据本协定的«按照购买金条的重量在生意环节上订购»项所伙伴的订

购位于在直接上级首领的生意环节下级。 

在购买500克的黄金条(或几块有不少于500克总量的金条),或支付购买

不少于500克金条的定金时(或几块有500克总量的金条)€690的订购位于在

上级首领的银生意环节下级。 

购买1.000克的金条时(或几块有不少于1。000克总量的金条),或支付

购买不少于1.000克金条的定金时(或几块有1000克总量的金条)€1.380的订

购位于在上级首领的金生意环节下级。  

购买2.500克的金条时(或几块有不少于2.500克总量的金条),或支付购

买不少于2.500克金条的定金时(或几块有2.500克总量的金条)有€3.690的

总额,其中一个有€3.000总额的订购位于在上级首领的铂生意环节下级,另

外一个有€690总额的订购位于在上级首领的银生意环节下级。 

购买3.000克的金条时(或几块有不少于3.000克总量的金条),或支付购

买不少于3.000克金条的定金时(或几块有3.000克总量的金条)有€4.380的

总额,其中一个有€3.000总额的订购位于在上级首领的铂生意环节下级,另

外一个有€1.380总额的订购位于在上级首领的金生意环节下级。 



  



位于在银生意环节的下级,为获得2.070欧奖指定的订购。 

 

充满银生意环节下级的最后些空座位后订购过上银生意环节的上级,这个环节下就形成了

新有4个空生意座位的下级。 

在第一个下级的生意座位上银生意环节上级的伙伴用户中心时,伙伴就得到690欧奖

金。  

 



充满最后3个座位后位于在环节上级的伙伴就得到1.380欧奖金作为订

购过到上级首领的金生意环节下级的再投资。 

 

 

 

  



位于在金生意环节的下级为获得3.690欧奖金指定的订购。 

 

充满金生意环节下级的最后些空座位后订购过到金生意环节上级,这个

环节下就形成了新有4个空生意座位的下级。 

 

  



充满下级的4个座位后位于在环节上级的伙伴就得到3.690欧奖金,其中

690欧奖金作为订购过到直接邀请伙伴的银意环节下级的再投资7。  

 

重要! 

在金生意环节上第一次订购的伙伴就分两步地得到欧奖金:为提出第一

个下级的生意座位得到1.380欧奖金,为充满最后3个座位得到2.310欧奖金,

其中690欧奖金作为订购过到直接邀请伙伴的银意环节下级的再投资。 

  

                            
7 伙伴可以在«选伙伴»行填上需要用户的数据选择要过到的环节。  



在直接邀请伙伴的银生意环节下级的订购
8
。 

 

如在银生意环节的上级没有任何直接邀请伙伴的话,伙伴就过到其位于

在银生意环节上上级首领的生意环节。如没有上级的首领的话,订购就过到

最积极的(快关上的)上级首领的银生意环节。 

  

                            
 



充满邀请伙伴的银生意环节下级的最后些空座位后订购就过到银生意

环节的上级,这个环节下就形成了新有4个空生意座位的下级。 

 

充满了全4个座位后位于在银生意环节上级上的伙伴得到2.070欧奖金: 

1.380欧奖金作为伙伴的奖励并加算到伙伴的用户中心,690欧奖金作为订购

过到上级首领的银生意环节下级的再投资。  

 

  



在直接首领银生意环节的下级订购。 

 

每次订购上首领的银生意环节的下级伙伴按照本协定的«上生意环节的

算法»项上生意环节。支付第一个订购。离开环节的支付»。  

在重复通过生意环节时只在下级的4个生意座位充满后才可以得到奖

励。 

再投资后伙伴如在他用户中心里有不少于3.000欧奖金可以任何时间为

铂环节订购。  

  



3.1铂生意环节。通过条件。支付第一个订购。离开环节的支付。 

在上级首领的铂生意环节的下级为获得8.500欧奖金指定的订购。 

 

充满铂生意环节下级的最后些空座位后订购上铂生意环节的上级,这个

环节下就形成了新有4个空生意座位的下级。 

 

在提出第一个下级生意的座位时到位于在铂生意环节下级的伙伴用户

中心加算的是3.000欧奖金。 



 

充满最后3个座位后位于在环节上级的伙伴就得到5.500欧奖金,其中 

3.000欧奖金作为订购过到直接邀请伙伴的铂生意环节下级的再投资。  

 

为铂生意环节再投资后只充满4个生意座位后才可以得到奖励。  

 

  



离开环节的支付 

充满生意环节后每个伙伴就得到欧奖金作为为上下个生意环节的再投

资。  

这样一来: 

 导员的订购上下个生意环节,这个生意环节的欧奖金数量比

他启动资金多了几倍。  

 潜在伙伴的订购上下个生意环节。有着零启动资金伙伴领

到收入。 

 只要通过一个生意环节的循环为了REAL GOLD广告和奖金计

划的参加者有保障地得到€16.330的奖励。 

每个参加者任何时间都可以离开计划并取他所启动资金9。  

再投资的规程 
 

 上级首领的; 

 订购从金环节上到邀请伙伴的银环节或上级首领的环节后(如在银环节

的上级上没有直接邀请伙伴的话); 

 订购从银环节上到上级首领的银环节后; 

 伙伴的订购从铂环节上到上级首领的铂环节后;  

在通过银生意环节并订购上金环节时伙伴得到2.070欧奖金,其中690欧

奖金加算到他用户中心,1.380欧奖金作为为上级首领的金生意环节下级的再

投资。  

在通过金生意环节并订购上邀请伙伴或上级首领的银环节时(如在银环

节的上级上没有直接邀请伙伴的话)伙伴得到3.690欧奖金,其中3.000欧奖金

加算到他用户中心,690欧奖金作为为直接邀请伙伴或上级首领的银生意环节

下级的再投资。  

在上级首领的银环节下级订购时这个订购从银环节的上级得到2.070欧

奖金,其中1.380欧奖金加算到他伙伴的用户中心,690欧奖金作为为上级首领

的银生意环节下级的再投资。  

在上级首领的铂环节下级订购时这个订购从铂环节的上级得到8.500欧

奖金,其中5.500欧奖金加算到他伙伴的用户中心,3.000欧奖金作为为上级首

领的铂环节下级的再投资。  

                            
9
 除了来从人才市场的伙伴以外。  



从«再投资»行去掉小记号并订购离开银或金生意环节时伙伴得到他参

加计划时那个欧奖金总额并回到他用户中心。 

从«再投资»行去掉小记号并订购离开铂生意环节时伙伴得到8.500欧奖

金。这样一来伙伴任何时间都可以在铂生意环节上订购并关上这个环节。 

首领计划的奖励支付 

如在伙伴登记号码下有7位直接邀请的参加者的话伙伴就可以参加首领

计划。 

第八位邀请的伙伴支付他订购后首领计划就算是开始。首领计划和充满生意环节

计划同时开始的而独立地活动。邀请的参加者在环节的下级订购后伙伴就得

到首领计划的奖励。 

加成首领奖励 

上级参加首领计划的首领为每个其伙伴的在生意环节上的新订购并在

其伙伴进行再投资时得到奖励。奖励作为官运的标准单位。  

首领计划的位置和奖励都看上级首领和他们伙伴的工作效果,就是说看

售出产品量来决定。 

为一个在银生意环节下级的新订购参加首领计划的上级首领得到1个标

准单位。 

为一个在金生意环节下级的新订购参加首领计划的上级首领得到2个标

准单位。 

为一个在铂生意环节下级的新订购参加首领计划的上级首领得到3个标

准单位。 

在为银环节进行订购的再投资时参加首领计划的上级首领得到1个标准

单位。 

在为金环节进行订购的再投资时参加首领计划的上级首领得到2个标准

单位。 

在为铂环节进行订购的再投资时参加首领计划的上级首领得到3个标准

单位。 

这样一来: 



 参加首领计划的导员不但为他的邀请而是为潜在伙伴的邀请和他

伙伴从人才市场邀请的伙伴都得到奖励。 

 潜在伙伴可以参加首领计划还为自己的产品得到些手续费。 

我怎么可以保全并增加自己的资金? 

REAL GOLD LTD建议你参加«自己黄金储备»计划。通过这个计划我公司

送给购买者一快金条并提供些积累金条储蓄的便利条件。 

«自己黄金储备»计划是一种储蓄计划,其参加者都得到下述的优势: 

 公司送的金条,其重量等于人可以购买€690,€1.380,€3.690或€4.3

80的金条看购买或支付定金那时候有什么出售价值。 

 购买金条时不要付增值税; 

 收到金条时不要付增值税; 

 可以免费的立金账; 

 可以迅速地管理帐户; 

 任何时间都可以给公司出卖累计的黄金; 

 有首领奖励; 

 有便利的信贷条件  

«Real Gold自己黄金储备»计划以伙伴储蓄他在公司网店购买的并交给

公司的连续保存有不少于560克 10金条用途的。购买金条可以在无限的时间

内。参加计划最小的期间没规定。任何时间伙伴可以离开计划还拿取或给公

司出卖他黄金储备的储蓄一部分。  

参加者的自己黄金储备包括启动黄金储备和储蓄一部分。  

为了参加«Real  Gold自己黄金储备»储蓄计划需要:  

1) 登记在公司的网站上; 

2) 在公司的网店上购买一块500,1.000,2.500,3.000克的金条(或几块不少于 

500,1.000,2.500,3.000克的金条); 

或 

3) 交付购买金条的定金;重量是500,1.000,2.500或3.000克(或几块有500, 

1.000,2.500或3.000克总量的金条); 

4) 跟公司签订«参加Real Gold自己黄金储备储蓄计划的协定» 

Real Gold自己黄金储备储蓄计划不但让你增加自己的积累也是保证不

发通货膨胀和征税损失,身体或生活有什么不好情况下保证有一种保护。不

                            
10进行«自己黄金储备»计划时公司不保存以前给储蓄计划伙伴的金条。 



仅如此参加自己黄金储备储蓄计划的广告和奖金计划伙伴都得到补充优势,

就是些首领奖励。 

REAL GOLD公司建议你参加我们的团对并利用些我们给我公司伙伴提供

的能力: 

 为最高开的通过我们网点和出售任所卖的金条投资; 

 由参加REAL GOLD广告和奖金计划领到固定收入; 

  迅速的和有效果的在«REAL WORK»人才市场上寻找商务伙伴; 

 参加«REAL GOLD自己黄金储备»储蓄计划保全并增加投资黄金条

的资金。 

不管有什么财务情况和工作经验领到固定收入及使自己的生意发展。

最重要的是愿意赚钱,力求顺利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