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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司简介



最福利

      最福利是国内领先的企业福利平台，致力于为企业提供员工福利一站式解决方案。

      作为众安科技生态合作伙伴，最福利依托强大的技术支撑，目前已发展成为企业服务领域

的行业领跑者，服务逾500家国内外知名企业，服务员工数超过50万人，其中包括德勤、养乐

多、卡西欧、众安保险、托德斯、三星、诺华等知名企。

      最福利具备行业顶尖的技术研发能力，以互联网+人力资源的创新服务模式，利用弹性福

利为突破口，将服务延伸至整体企业服务领域，同时基于企业的个性化需求，实现企业服务深

度定制化。

      最福利年节福利系列礼册，涵盖了春节、端午节、中秋节、妇女节、生日、新生儿、高温

等传统年节福利及关怀福利，每个礼册甄选符合主题的相关礼品，员工自主兑换，让企业的点

滴福利汇聚成员工特别的归属感。



2 卡券样式



标准卡券分为100元和200元档。如有其它定制需求，可根据客户需求进行定制。



3 礼品展示



生辰 · 烛光 礼册（100元档）   



蛋糕叔叔 100元电子代金券

市场价格：100元

蛋糕叔叔，汇聚 星巴克、哈根达斯、85°C、面包物语、
元祖等品牌门店券，稻香村、MCAKE、21cake、
INCAKE等全国50+优质烘焙品牌新鲜配送，覆盖21个
省，122个城市，让甜品触手可及。

凭此卡可至蛋糕叔叔微信公众号/APP兑换蛋糕，可抵扣
100元

100
元档



100
元档

卖座 电子电影兑换券*2

市场价格：120元

发货形式：短信发送电影兑换券券号及密码；

使用方式：绑定卖座APP/微信后使用，2D/3D电影通

兑，可兑换最高价值60元的电影票

使用范围：全国电影院



100
元档

腾讯视频会员半年卡

市场价格：116元

发货形式：短信发送腾讯视频会员兑换券券号及密码；

使用方式：进入腾讯视频官网——账号登录——点击

“VIP”——选择“VIP兑换”——输入兑换码和验证

码即可激活成为相应的腾讯视频VIP会员。或直接至

http://film.qq.com/duihuan.html进行兑换。



【它山的(Invisible Mountain)】钵钵鸡两盒 番茄牛腩一盒 组合装 红油钵钵鸡x2+番茄牛腩x1（1151g）

100
元档

易果生日礼生鲜 100档

市场价格：120元

套餐内含：

原膳南美白虾仁（中）250g

百年渔港蒜蓉粉丝扇贝200g(6枚装)

原膳新西兰精修带骨牛肋排(含炖料包)400g

农百鲜樱桃谷鸭950g



100
元档

网红泰国进口零食大礼包

市场价格：128元

礼盒内含：

桑奈玉米芝士瓜子仁28g*3包随机3种口味

桑奈烧烤BBQ瓜子仁12g*33包随机3种口味

VFOODS Mix 脆脆条25g*6包随机6种口味

佩利每日维生素QQ软糖*5随机5种口味

明治蒜蓉芝士迷你吐司*3

富可烤椰子水*1



100
元档

环球小熊300g牛油花小罐

百联电商价格：128元

礼盒内含：

品牌：环球小熊

名称：双花曲奇饼干

产地：上海

配料：小麦粉、牛油、白砂糖、咖啡粉、乳清粉、食用盐

保质期：60天

含量：300g



【它山的(Invisible Mountain)】钵钵鸡两盒 番茄牛腩一盒 组合装 红油钵钵鸡x2+番茄牛腩x1（1151g）

100
元档

它山的 钵钵鸡两盒  组合装 

市场价格：128元

产品规格：
红油钵钵鸡x2+番茄牛腩x1（1151g）

产品描述:   注意！此物极易上瘾！
不上街！不下楼！不开火！不自煮！
关键是不用洗碗！
就能吃到正宗乐山钵钵鸡！



【它山的(Invisible Mountain)】钵钵鸡两盒 番茄牛腩一盒 组合装 红油钵钵鸡x2+番茄牛腩x1（1151g）

100
元档

林源茂五谷粥·和美套装

市场价格：128元

品名                               克重
林源茂小米燕麦粥*2 150g*2
林源茂薏米花生粥*2 150g*2
林源茂燕麦玉米粥*2 150g*2
林源茂黑八膳粥*2                150g*2
林源茂荞麦黄米粥*2 150g*2
林源茂豆豆米粥*2                150g*2
精品礼盒（360*480）



100
元档

网易严选 U型便携按摩颈枕

市场价格：109元

产品介绍：
一枕多用，收纳随行，午睡伴侣；
拉带调节，操作更便捷，使用时不影响变化未知；
可携带的“肩颈按摩师”，纷繁日常，没空运动、无人按
摩，成为上班族肩颈劳损的重要因为；
仿真手法，力道自定义、收纳自如的柔软身型。



100
元档

JBL C100SI 超轻盈入耳式耳机

市场价格：108元

硅胶耳帽，阻隔外音，人体工学佩戴设计，更贴合耳道，
柔软更舒适。另配有三种型号的耳帽: L型、M型、s型;
三种大小，适用不同耳形。
颜色时尚靓丽，可有3种颜色可选
更轻便，一体成型外壳
防缠绕传输线材



100
元档

荣事达 白瓷快炖电炖盅

市场价格：139元

产品规格：1.5L
适合使用人数：1-2人

产品介绍：
微电脑控制、9小时55分双预约定时功能；
高温晶瓷内胆、烹饪不串味、口感更醇正；
特有快炖功能，2小时成就香浓靓汤；
专利技术底部加热技术，高效聚热，节能省电；



100
元档

山水（SANSUI）家用电动打蛋器

市场价格：139元

打蛋器套装：
200W纯铜电机、纯铜电源线、国标配置、配送打蛋棒1对、
搅拌棒1对、和面棒1对、底座1个

大功率电机，快速打发
五档调速，按需选择
六棒配置，适合不同用途
舒适把手，握久手不酸
一键退棒，轻松便捷
创意收纳，随用随地放不占地



100
元档

网易严选 新时代充电套装

市场价格：109元

套装内含：
网易智造5A插线板
网易智造USB智能充电器

5国际组合插孔，家庭/办公必备
高效充电 不易发热 极简设计
额定功率2500W



100
元档

RAY芮一 面膜套装

市场价格：128元

品牌：RAY/芮一
原产地：泰国
主要成分：胶原蛋白、透明质酸钠、蜗牛原液等

组合内含：
RAY金色蚕丝面膜（10片装）
RAY银色蚕丝面膜（10片装）
RAY黑色蚕丝面膜（10片装）



100
元档

小甘菊手足护理组

市场价格：148元

品牌：小甘菊
原产地：德国
主要成分：德国洋甘菊、维生素E
主要功效：全天候的防护力犹如隐形手套般，保护手
足肌肤不受伤害。

组合内含：
经典20ML*2
手足修护20ML*2



100
元档 德国进口  厨卫清洁套装

市场价格：179元

20年历史口碑传承，德国家喻户晓的家清品牌。欧洲安全
洗护品牌，值得信赖，健康、安全、环保的生活日化用品。

组合内含： 

德国进口 海乐凯力 厕所马桶清洁剂 （苹果醋 ）750ml*1
厕所无痕好伴侣 杀菌不腐蚀
德国进口 海乐凯力 通用型地板清洁剂（清新庄园）
1.45L*1
还原光泽 不留痕迹 容量大 不腐蚀
德国进口 海乐凯力 餐具洗洁精（青苹果）1L*1
呵护双手 浓缩配方



100
元档

日本HOYO臻品长绒棉毛巾礼盒

市场价格：149元

材质：纯棉
单品重量：90g/条
组合毛总：660g
规格：33*72cm
礼盒装：4条装

洗脸巾美容巾 无荧光剂 婴幼儿童可用
用心呵护宝宝健康成长，妈妈更放心
甄选好棉，让肌肤与棉直接接触，让您感受温柔呵护
环保印染真健康



100
元档

网易严选 升级款素色暖绒盖毯

市场价格：100元

材质：聚酯纤维
规格：180*200cm

阳光暖绒纤维，蓬松柔软，轻盈温暖；
1.8m加大尺寸，一毯多功能使用；
健康环保染料印染，耐洗磨不褪色；
细腻柔软的绒面触感，轻盈蓬松却带来贴心的温暖，
在一个微凉的下午，一条盖毯裹身，温柔恰好



100
元档 网易严选 办公居家美臀坐垫

市场价格：100元

产品规格：
填充物：高分子PE软管，100%聚酯纤维
通用季节：四季通用
面料：全棉
图案：几何

包裹设计，人体工学设计，舒柔贴合包裹；
软管填充，包裹区PE软管，透气不易变形；
整体水洗，可整体水洗，便捷耐洗耐磨；
舒坐美臀两不误，周边包裹带来的安全感，臀部因聚
拢与斜度提拉，轻松舒坐同时，重获健康曲线。



100
元档

网易严选 全棉针织素色床笠

市场价格：109元

材质：全棉裸睡之选，包裹式不易滑脱
规格：1.5M床-150*200*28cm
适用季节：四季通用

100%棉，精选优质全棉，透气柔软，触感柔软
床笠设计，全面包裹床垫，创面整洁不不易位移
细腻绵柔的针织触感，满足随时更换的洁净诉求



生辰 · 绚梦 礼册（200元档）   



200
元档

蛋糕叔叔 200元电子代金券

市场价格：200元

蛋糕叔叔，汇聚 星巴克、哈根达斯、85°C、面包物语、
元祖等品牌门店券，稻香村、MCAKE、21cake、
INCAKE等全国50+优质烘焙品牌新鲜配送，覆盖21个
省，122个城市，让甜品触手可及。

凭此卡可至蛋糕叔叔微信公众号/APP兑换蛋糕，可抵扣
100元



200
元档

卖座 电子电影兑换券*4

市场价格：240元

发货形式：短信发送电影兑换券券号及密码；

使用方式：绑定卖座APP/微信后使用，2D/3D电影通

兑，每张票可兑换最高价值60元的电影票

使用范围：全国电影院



【它山的(Invisible Mountain)】钵钵鸡两盒 番茄牛腩一盒 组合装 红油钵钵鸡x2+番茄牛腩x1（1151g）

200
元档

易果生日礼生鲜 200档

市场价格：228元

套餐内含：

原膳澳洲谷饲小公牛嫩肩牛排200g(2片)

Greenlea新西兰西冷牛排150g

原膳加拿大AAA级谷饲板腱牛排150g

澳奎澳洲谷饲100天西冷牛排150g

原膳澳洲和牛爱心牛排(2片)200g



200
元档

百草味系列礼盒 纯臻礼盒

市场价格：229元

礼盒内含：
百草味炭烧腰果 180g
百草味东北松子 190g
百草味夏威夷果(奶油味) 150g
百草味多味花生 160g
百草味蟹香蚕豆 150g
百草味葵瓜子(蜂蜜焦糖味) 120g



【它山的(Invisible Mountain)】钵钵鸡两盒 番茄牛腩一盒 组合装 红油钵钵鸡x2+番茄牛腩x1（1151g）

200
元档 林源茂有机杂粮+进口芥花籽油套装

市场价格：298元

品名                               克重
林源茂有机英国红芸豆 360g
林源茂有机高粱米                370g
林源茂有机玉米碎                360g
林源茂有机薏仁米                340g
林源茂有机大豆                298g
林源茂有机花生仁                300g
林源茂有机黑香米                350g
林源茂有机糙米                348g
林源茂有机黑芝麻                250g
进口芥花籽油                500ml
精品礼盒（280*135*360）



200
元档

林源茂 壹品山珍·甄品套装

京东价格：268元

套装内含：
林源茂椴木香菇 108g
林源茂野生黑木耳 98g
林源茂猴头菇  89g
林源茂黄金菇 108g
林源茂茶树菇 108g
林源茂雪花银耳 58g
林源茂若羌灰枣 198g
林源茂桂圆 178g



200
元档 歌帝梵商务片装巧克力18颗装

京东价格：278元

全球最精致手制巧克力的创制者歌帝梵巧克力公司

（Godiva Chocolatier, Inc. ）起源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绝

不为奇。自古以来，比利时一直保存着追求完美的传统，

代代相传，由著名画家鲁本斯的油画和哥特式建筑，以至

手工精细的花边、色彩夺目的水晶和叫人一试倾心的美味

佳肴，全是极品中之极品。

礼盒内含：
50%黑巧克力 6个
72%黑巧克力  6个
85%黑巧克力  6个



200
元档

网易严选 洁面按摩美容仪

市场价格：209元

产地国家：韩国
产品构成：洁面仪本体，深层洁面毛刷，日用洁面海绵，
日用滚珠按摩球，底座
电源：两节五号电池
防水等级IPX5
一机三用，三效合一，简化护肤步骤；
火山石抗菌刷毛，去除面部角质，柔软不伤肤
敏感肌适用，清洁毛孔，改善痘肌。



200
元档 Fitbit Flex 时尚智能乐活手环

市场价格：358元

基本参数:
商品型号:Fitbit Flex
颜色分类:黑色
功能: 心率监测 智能提醒 睡眠监测 计步
兼容性:兼容性

商品简介:
电池续航时间长，采用时尚包装，无需充电即刻记录
全天活动
步数、消耗卡路里数，距离记录
自动睡眠监测



200
元档 炊大皇 华夏不锈炒锅

市场价格：228元

材质：精制熟铁
规格/毛重： 32cm  2.15kg

产品描述：
1、无涂层，真不锈；
2、三无惧，无惧各种钢铲无惧各种清洗无惧硬菜
3、优选优质铁矿石，高纯度精铁铸造
4、二次提纯高纯度食用级精铁
5、高温氮化，耐磨耐腐蚀，永久不生锈；
6、聚热快，少油烟，放心颠；
7、密封全钢盖，锁住食物营养。



200
元档

美的电炖锅

京东价格：239元

产品型号：TGH40D
产品功率/电压：280W/220V/50HZ
产品净重/毛重：暂无（仅供参考）
产品规格：4L
控制方式：机械式
产品特点：
1、南都陶釜内胆，立体环绕加热
2、四小时定时烹饪，自动保温程序
3、防烫大提手、空心上盖提耳、专业蒸汽孔、隔热保
      温棉、防滑脚垫
4、彩色双拼金属拉丝机身



200
元档

膳魔师高真空不锈钢保温杯

京东价格：208元

膳魔师（THERMOS） 高真空不锈钢保温杯便携

泡茶杯带茶漏情侣水杯TCCG-400 TCCG-400 

红色 金色 紫色 灰色可选



200
元档

进口家庭洗护日用8件组合

市场价格：228元

组合内含：
1、施华蔻8金纯盈润精油套装
规格：洗发水400ml/护发素200ml/发膜50ml
2、蝶印 日本进口马油精华沐浴露600ml/瓶 1瓶
3、舒比拓（subito） 意大利品牌 日本进口“舒比拓” 
按压式牙膏 蓝桉叶 美白去口臭去黄  1瓶
4、麦虎 增白洗衣皂肥皂 150g 洁净亮白 印尼原装进口  
1块
5、日本原装进口惠百施（EBISU）日本进口齿间精护宽
头2支



200
元档

兰芝（LANEIGE） 气垫BB霜

市场价格：228元

雪纱丝柔防晒隔离气垫，SPF22/PA++
品牌：兰芝
规格：正装15G+替换装15G
色号：60号 Ligh Green
产地：韩国

隔离彩妆，调整肤色，防尘防晒，抗辐射；
日常必备护肤单品



200
元档

网易严选 星动护脊书包

市场价格：208元

产品简介：
适用年龄6-9岁、9-12岁
建议身高：120cm-150cm
面料：合成革+织物；里料：织物
规格：285mm*170mm*380mm
保养方法用柔布浸泡后拧干轻擦、晒干，不可干洗，不
可漂白

3D减负护脊，5点受力系统，分解孩子背部压力；
严苛产品检测， 孩子安心使用，童年的陪伴，从一个好
书包开始。



200
元档

美旅商务双肩包

市场价格：399元

产品描述：
材质：织物
尺寸： 420×270×140mm

产品特点:
1、都市感外形，年轻时尚。
2、高档尼龙面料，轻便耐磨
3、Muji风颜色搭配
4、简洁风，Less is more



200
元档

网易严选 出差神器套装

市场价格：208元

套装内含：
1、可裸睡纯棉便携睡袋（双人160cm*220cm）；
2、日式和风便携眼罩

产品特点:
可裸睡纯棉便携睡袋，全棉透气舒适，面料亲肤柔软，
有它，旅途裸睡不受限，在外睡眠，多了一道心结



轻便保暖办公居家多用绒毯

200
元档

网易严选 草本石墨烯暖宫腰带套装

市场价格：208元

套装内含：草本石墨烯暖宫腰带&轻便保暖办公居家多用绒毯

产品介绍：
腰带：正面面料：100%聚酯纤；背面/里料：100%棉
草本香包：100%棉
草本主要成分当归、芍药、川穹、茯苓、白术、泽泻
额定功率：7.5W    额定电压：5V（直流电）

绒毯：优选法兰绒面料，细腻绒面，松软温暖；
选用健康环保染料，泥点印花，生动立体；
属于你的小温暖



200
元档

博洋家纺 暖心冬被

市场价格：388元

产品规格：
200*230cm/2000g

产品材质:   100%聚酯纤维
产品填充：100%聚酯纤维
描述：立体绗缝压花工艺，花纹若隐若现，淡雅优美。整
张纤维填充，不易成团、打结，柔软蓬松，回弹性好，轻
盈不压身，干爽透气。四周包边工艺，走线紧实，细致绗
缝，被面平整，结实耐用。



200
元档

Disney 小熊维尼水洗棉四件套

市场价格：588元

规  格：床单 230x250cm x1
            被套 200x230cm x1
            枕套 48x74cm x2 
材  质：100%超柔聚酯纤维 
包  装：豪华礼盒
产品特点
全球品质，迪士尼严格验厂认证
水洗面料、舒适透气、细腻亲肤
品质印染、色牢度高，不易褪色



4 售后服务



商品支持全国发货

客服电话：400-819-6883

（工作日：9:00-18:00）

售后服务



THANKS
感谢观看，期待与您合作愉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