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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业主和非营利组织领导

人需要一系列的网站服

务行销自己的事业，而

我们不只提供支援，还

使之变得简单易行。

介绍

业主和非营利组织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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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处的世界和作为世界缩影的网路，正变得越来越充满竞争而

且拥挤不堪。就因如此，当消费者在网路搜寻物品跟服务时，他们

会不断找寻最理想的情况。他们都希望能以优惠价格买到好产品，

而且方法越简便越好。

今日的消费者跟三、四年前相比，相对精明许多。只要按下一个

键，消费者能够轻轻松松获得资讯、顾客评论及竞争店家资料，他

们接收到的讯息比以前多太多了。过去，所有店家只需要刊登黄页

广告或是架设简陋网站，就能够吸引消费者上门。但现在，各式各

样的传播媒体分散了顾客们的注意力。

当销售的产品跟服务和对手相似时，正确的数位行销策略帮助业主

在广大的市场中脱颖而出。我们的解决方案协助业主：

提高营收
降低支出
增加参与度 
增加顾客满意度
简化作业方式

我们提供各种产生成效的服务，包含网路设计、电子商务、搜寻引

擎优化、社群媒体行销、Google和Facebook行销、商家服务、联

盟和推荐行销，甚至是本地行销。 

业主和非营利组织领导人需要一系列的网站服务行销自己的事业，

而我们不只提供支援，还使之变得简单易行。SHOP.COM跟美安网

路中心提供首屈一指的企业对企业服务。我们提供简单、优惠且有

效的行销解决方案，支援您的产品、服务和事业。

非营利计划

美安公司非营利组织计划是项免费的计划，帮您跟非营利组织建立

额外的财务来源。

您的非营利组织能获得一个预先载入、完全支援电子商务的网站，

里面有数百万项商品和数以千计的品牌商店。您的支持者不需要改

变他们原来的消费习惯。他们登入您的网站，购买他们最爱店家

如Best Buy、Walmart、Sears、The Home Depot和Staples的商

品。他们可以省钱、获得独家优惠，合格购物还能赚取最多50%

的现金回馈。根据您支持者的消费，您的非营利组织将收到每周及

每月权利金。同时，您的支持者可以推荐他们的朋友在您的网站购

物，他们的朋友的合格购物还能让他们因此赚取0.5%的现金回馈。 

业主和非营利组织领导人

只要按下一个键，消费者能够轻轻松松获得资讯、
顾客评论及竞争店家资料，他们接收到的讯息比以前多太多了。

企业和非营利组织网路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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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您会发现我们能为您量

身打造解决方案，确切

符合您的企业需求。身

处 这 个 科 技 先 进 的 世

界，您要不是走在科技

尖端，就容易被淘汰。

美安网路中心

了解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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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平台提供了您需要的所有工具，帮助您的企业或组织上线，

或是加强网路曝光率。

您会发现我们能为您量身打造解决方案，确切符合您的企业需求。

身处这个科技先进的世界，您要不是走在科技尖端，就容易被淘

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密切观察趋势，以确保提供给您的解决方

案具备足够的市场竞争力。

卓越的服务

我们不仅有首屈一指的技术，也将顾客服务视为最重要的一环。

我们有优秀的专员团队，在数位行销各方面拥有数十年的经验和

知识。这些专员全年无休为顾客服务，并且会说英语、西班牙语、

国语和广东话。此外，我们针对小型企业提供最大支援。我们了

解您可能想跟特定专员合作，因此您可以指定跟我们团队内的某

位成员互动。只要他们有空，都会非常愿意协助您，或是以最快

速度跟您联络。 
 
理念

我们认为跟您的企业或组织为合作关系。我们的理念很简单：以

实惠的价格，提供品质优良的网路解决方案和服务。我们致力于

为您的企业或组织服务，并引以为豪地帮您行销。我们重视您的

努力，如同重视我们自己的。  

美安网路中心：简单、有效的解决方案

我们重视您的努力，如同重视我们自己的。

美安网路中心网路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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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ITRANSACT

了解我们

i T r a n s a c t 在 世 界 上 最 大

的 付 款 处 理 网 路 中 处 理

商 家 交 易 。 我 们 与 付 款

处理公司如Vant iv、First 

Data、Global、Paymentech

以及Vital合作，提供全年无

休的顾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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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ransact跟RediCheck一样都是1994年问世，是第一间提供网路

付款服务的公司。现在，公司除了提供专有网路付款方式之外，

还提供商家帐户（及所有相关服务和设备）。从2000年以来， 

iTransact就一直是美安公司的商家帐户伙伴。

iTransact让行动商务装置、网路商店和传统实体商店都能以信用

卡、签帐卡和礼品卡付款。虽然不需要新设备，但如果企业需要，

我们还是可以提供刷卡机。

iTransact在世界上最大的付款处理网路中处理商家交易。我们与

付款处理公司如Vantiv、First Data、Global、Paymentech以及

Vital合作，提供全年无休的顾客服务。

iTransact服务超过2万客户，每年经手超过10亿美金。我们完全

遵守支付卡产业资料安全标准(PCI DSS)的规范，并且为商家提

供一系列反诈骗工具。

虽然iTransact提供全球服务，但也提供本地支援。iTransact的每

一个成员，不论是管理阶层或是客服代表，都在美国工作，并尽力

提供顾客至上的服务。

如果您的企业接受信用卡或签帐卡付款，您可能会在商家帐户上

花太多费用，这点iTransact帮得上忙。

ITRANSACT商家服务

iTransact将会对您的利率进行免费、无附带义务的研究。您将收

到省钱方案分析，内含单张目前费用结构，旁边注记我们提供的

费用，让您知道可以省下多少花费。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能帮企

业节省10-25%的费用。就算您的公司之前不接受信用卡付款，

请放心，您现在可以开始步入正轨。

价格

您的超连锁店主将会在您方便的时候，为您的企业安排省钱方案

分析。

关于ITRANSACT

商家服务

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能帮企业节省10-25%的费用。

ITRANSACT网路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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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我们的宗旨是用网路购

物终极网站改变人们的

购物方式，同时藉由个

人购物顾问协助，帮您

节省时间和金钱。

了解我们

了解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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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宗旨是用网路购物终极网站改变人们的购物方式，同时藉由

个人购物顾问协助，帮您节省时间和金钱。这个高科技、高接触的

一流网站结合了最新科技、比较购物和顾客服务。

透过SHOP.COM，顾客能找到创新的独家品牌，以及知名零售商

家如Target、BestBuy、Nike、Gap、Bloomingdale等店家。只要

点按网页，就能看到数以千计的热门伙伴商店提供数百万项产品。

本地企业机会

与SHOP.COM合作意味着前所未有的品牌曝光率和惊人的产品销

售额。我们有超过3百万忠实顾客和18万独立购物顾问，同时结合

您的品牌和革命性的购物体验力量。我们是业界唯一用现金回馈奖

励合格购物的公司，而且不会向您收取额外费用！ 

SHOP.COM的优势

• 现金回馈计划－边买边赚！

• 无限制的比较购物 － 让您找到最优惠的价格

• 促销优惠与每日一物－特别优惠帮您省更多

• Travelocity提供的Shop Travel－提供旅游与度假超值优惠

• 我的清单－储存您最爱的产品，提供自动订货

• 享有专利的eGifts － 特殊场合的电子礼物选择工具

• OneCart™结帐－快速又简单

• 数以千计伙伴商店－一流零售商家如Target、Nike、Apple等店家

• 独家品牌－数百项独家产品、服务、顾客评论、示范产品

• 容易搜寻－热门类别帮您快速搜寻产品

• 社群媒体工具－互动式部落格、ShopBuddy®

• 客制化营养服务 － 发掘适合自己的配方

SHOP.COM的宗旨

与SHOP.COM合作意味着前所未有的品牌曝光率和惊人的产品销售额。

SHOP.COM  网路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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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说明

05.
我们就是终极线上解决

方案。我们的解决方案

投入所有必要的科技，

开发出就在您指尖处的

高端网路方案。

网路解决方案  

maWebCenter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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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就是终极线上解决方案。我们的解决方案投入所有必要的科

技，开发出就在您指尖处的高端网路方案。此方案完全以网路为

基础，意思是不需要每年下载、安装、更新或更换软体。更重要

的一点，我们不仅提供方案让您打造最先进的网站，同时也提供

所需的工具与支援让您行销网站！

我们所有的网站都包含：
• 无限的支援

• 免费软体升级

• 无限次数的网站修改

• 响应式网站设计

• 电子商务

• 无限个电子邮件帐户

• 联络资讯管理

• 电子邮件行销

• 部落格

• 会谈和邀约工具

• 照片艺廊

• 嵌入式影片

• 社群媒体工具

• 搜寻引擎优化(SEO)工具

• 顾客关系管理(CRM)工具

• 能见度

• 无限网站流量

• 安全代管

价格

您的网路中心经营者将安排您向产品专员免费咨询，讨论您的需

求并提供报价。

美安网路中心网路解决方案

网路解决方案网路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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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出色的响应式网站设

计，在每一种装置上都

有最佳观赏效果。由美

安网路中心才华洋溢的

设计师为您打造的网站

套装，可满足您发展事

业各项的需求。

设计服务

服务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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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动手做

我们所有的网站套装都有免费设计、免费响应式设计，还能让您

客制化设计自己的网站。如果您想节省花费，或想利用其他资源

设计网站，您可以在我们的平台设计自己的网站。一如往常，过

程中我们提供全年无休的协助。 

优质响应式设计

所有网站套装都有免费的响应式设计样式可供选择。此外，所有

设计套装都包含响应式设计，欢迎善加利用。如果您想要正在寻

找一个更完善的版面，想要“自己动手做”，优质响应式设计可能

是您的最佳选择。每一款优质响应式设计有10页丰富、吸引人的

内容和重要的业务流程简化功能，包含会谈、邀约等排程！当您

登入之后，可以试试优质设计版面，只要完成购买，就可以发布网站。

客制化设计套装

客制化设计套装包含个人化的首页和内容页，您可以用来建立网站

其他页面。本方案是建立网路曝光率的绝佳方法。扩展未来的机会

近乎无限。您只需要开始使用内容设计页面，并填入您的网站新页

面所需相关资讯。而且，这个套装的价格非常优惠。

包含：

客制化首页

客制化内容页面

经典设计套装

经典设计套装是我们最受欢迎的套装之一，非常适合想要专业设

计、响应式5页网站的企业或组织。此外，您将获得客制化电子报

设计，辅助您宣传品牌。我们会指派一位专案经理，协助您了解

整个设计流程。推出网站之后，我们的专员会帮您和您的员工安

排30分钟教学训练，这样您的团队内所有人都能熟悉这个新网站。

包含：

客制化首页

客制化内容页面

5页客制化页面

客制化电子报设计

行动装置设计

网域和电子邮件设定

安排30分钟教学训练

设计服务和套装

除了随手可得的终极线上解决方案，
我们还提供您行销需要的工具和支援。

设计服务网路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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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设计套装

这个套装非常适合想要专业设计、响应式5-10页网站的企业或组

织。此外，您将获得客制化电子报设计，辅助您宣传品牌。我们会

指派一位专案经理，协助您了解整个设计流程。推出网站之后，我

们的专员会帮您和您的员工安排30分钟教学训练，这样您团队内

所有人都能熟悉这个新网站。

包含：

客制化首页

客制化内容页面

10页客制化页面

客制化电子报设计

行动装置设计

网域和电子邮件设定

安排30分钟教学训练

专业设计套装包含电子商务

越来越多人在网路上购买产品和服务。想要拥有网路商店或在网

路上销售吗？

美安网路中心专员能协助您的企业进入电子商务世界。

首先，我们建立优质客制化首页和10页额外内容页面。您也能发布

电子报，向新顾客和现有顾客发表优惠、公告和宣传活动。

接下来，我们的电子商务专员将会帮您设定客制化目录，最多可达

50项产品，同时帮您上传产品资料。顾客现在可以放心使用任何装

置购买您的产品或服务，而且还有多种付款选项。我们的专员进行

30分钟教学训练之后，您就能轻松进入网路商务的世界。

包含：

客制化首页

客制化内容页面

10页客制化页面

50笔产品资料输入

客制化电子报设计

行动装置设计

网域和电子邮件设定

安排30分钟教学训练

我们密切注意趋势，确保您拥有有
效、专业设计的解决方案，永远具 

有市场竞争力。

服务说明

DESIGN SERVICES  WEB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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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说明

07.
网 站 内 容 对 吸 引 新

顾 客 与 现 有 顾 客 很

重 要 ， 同 时 能 引 起

Google、Yahoo等搜寻

引擎的兴趣。我们提供

各式各样的方案管理您

网站的内容。

网站管理

maWebCenter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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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管理网路解决方案

每月维护和管理套装

对于那些比较想要仰赖技术支援修改网站，而非自己修改的客户，

我们提供了“每月代管会员”选项。包含每月维护和管理套装所有内

容，加上每月最多10小时代您编辑和管理内容。如果您想节省的是

时间而非金钱，这或许是最适合您企业或组织的方案。

同时包含每年免费的优质响应式设计

价格：
$149/每月

网站管理 
网 站 内 容 对 吸 引 新 顾 客 与 现 有 顾 客 很 重 要 ， 同 时 能 引 起

Google、Yahoo等搜寻引擎的兴趣。我们提供各式各样的方案 ， 

管理您网站的内容. 

每月维护和管理套装
网站客户每个月支付管理费，获得代管、无限个电子邮件帐户、

无限次数的网站修改、使用行销工具和平台的无限升级。最重要

的是，所有的客户都能获得无限次技术支援，帮助他们管理网站

或平台其他部分。我们提供全年无休的技术支援，仅有美国主要

国定假日休息。

价格：
$79/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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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撰写

想要为您的网站、部落格或其他行销管道建立内容吗？ 内容撰

写服务可能就是您需要的，为您的专案产出精心编写又有效的内

容。我们团队将收集所有与您企业有关的资讯，建立能产生成效

的内容。我们擅长网路内容，不只能吸引您的读者注意，也让您

在搜寻引擎脱颖而出。

价格 

$75/500字

WordPress.org

您知道如果使用WordPress的免费版本，您没有内容的所有权吗？ 

这就是为什么大部分认真的部落客使用Wordpress.org。我们会

使用超安全、多层、高性能的Dell PowerEdge伺服器，搭载Intel 

Xeon处理器，代管您的部落格。我们让安装与代管您的部落格变

得简单、可靠而且安全。

包含：

安装和代管WordPress

价格：$119/每年

我们提供内容撰写服务，建立能产生成效的内容。

服务说明

网站管理网路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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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WebCenters.com

服务说明

08.
从电子邮件行销、搜寻

引擎优化、搜寻引擎行

销到社群媒体行销都可

以透过我们强大的解决

方案完成。

数位与社群媒体行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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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网站只有在人们找得到时，才算是有效的网站。这就是为什么我

们提供您宣传工具：从电子邮件行销、搜寻引擎优化、搜寻引擎行销

到社群媒体行销都可以透过我们强大的解决方案完成。我们确保大家

都找得到您的网站，同时维持网站外观。如果这一切对您来说都很陌

生，别担心：我们团队的专员会协助您。如果您想要购买服务，我们

也提供了数位和社群媒体套装。

搜寻引擎优化(SEO)

当顾客想寻找特定产品或服务时，搜寻引擎优化能让您的企业提高在

搜寻引擎如Google和Yahoo内的排名。我们将会致电跟您讨论网站目

标、您想触及的地理范围以及预想的顾客人口数据。我们的专员就

从这里开始接手。我们会进行搜寻引擎优化的任务，包含网站关键

字、网页标题、页首文字、页面叙述等，您将能在网海中脱颖而出。

本地搜寻引擎优化 

吸引局部区域访客的理想选择

价格：

$325

区域性搜寻引擎优化

吸引广泛区域访客的理想选择

价格： 

$649

Google Adwords

铺好一条直达您店门口的路。付费搜寻引擎行销是最快收到成效和建

立市场的方式之一。以下列出的套装让您了解，可以期待这些改变游

戏规则的活动带来什么成果。 

搜寻引擎龙头Google提供付费的AdWords服务让企业强化网路行销。

我们的SEO（搜寻引擎最佳化）专员将带您完整了解AdWords过程，

处理的范围包含建立帐户、行销活动、预算、网路、锁定行动装置、

锁定地理位置等多方面。

所有我们的Google AdWord计划都包含行销活动管理和广告费用！我

们将提供您每月详细成果报告。每个月，我们都将调整策略，确保您

在Google AdWords的投资能持续获取成果。

基本GOOGLE ADWORDS

适合小型本地行销活动

目标曝光次数17,500

价格：

$249/每月（包含广告/行销活动管理费用）

高级GOOGLE ADWORDS

适合小众的本地行销活动

目标曝光次数45,000

价格： 

$449/每月（包含广告/行销活动管理费用

特级GOOGLE ADWORDS

适合大众的本地行销活动

目标曝光次数67,000

价格：

$549/每月（包含广告/行销活动管理费用）

菁英GOOGLE ADWORDS

适合大众的区域行销活动

目标曝光次数90,000

价格：

$749/每月（包含广告/行销活动管理费用）

数位与社群媒体行销

付费搜寻引擎行销是最快收到成效
的方式之一。

数位与社群媒体行销网路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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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广告管理

口碑广告是企业或组织最强大、最有效的行销方式。如果善加利

用，Facebook如同“数位口碑”广告行销活动。负担合理的成本，

美安网路中心能将您的网站内容转变成有效的广告，发表于无所

不在的Facebook平台上。

我们会跟您讨论您想针对的目标市场的人口群、涵盖的地理区域、

以及其他关于推展商务行动的重要细节。

所有我们的Facebook广告都包含行销活动管理和广告费用。我们

提供每月咨询和详细报告，说明您的行销支出细节。

高级FACEBOOK广告

适合开始进行Facebook广告行销活动的企业和组织。

价格：

$150/每月（包含广告/行销活动管理费用） 

特级FACEBOOK广告

适合区域性大型行销活动

价格：

$250/每月（包含广告/行销活动管理费用）

社群媒体管理

我们提供了一个稳定、以成效为导向的套装，我们的专员将依据您

的选择，建立社群媒体网站简介，每周张贴图片和文字内容，并回

应可能出现的评论或问题。我们的团队将会协助您：

• 增加营收

• 为您的企业或组织建立简介

• 张贴图片和文字内容（每月10篇）

•每月协助响应最多25个问题和贴文

• 与您讨论最佳内容和社群策略

价格：

$150/每月

线上商誉管理

越来越多潜在顾客使用Yelp、TripAdvisor等消费者评论网站，决

定产品或服务是否符合他们的需求。

企业有两种选择。它可以寻求好运，希望完全没有负面评论出现；

或是善用美安网路中心提供的线上商誉管理服务。

我们的线上商誉管理服务包含每月搜寻网路负面评论，以及消费

者评论网站的详细报告。这些都可能会影响您的营收、利润和网

站客流量。

一旦评估形势之后，美安网路中心商誉管理专员会启动反制行动，

展开有目标性的SEO活动，并充分利用社群媒体网站如Facebook和

Twitter来提高企业商誉。

主动回应负面评论并执行其他创新线上商誉管理程序，帮助促进

之后的正面评论。

价格：

$250/每月 

Facebook如同“数位口碑”广告行销活动

服务说明

数位与社群媒体行销网路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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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说明

maWebCenters.com

09.
SHOP.COM拥有超过

300万热衷网路购物的

忠实顾客，同时渴望

获得地方企业的推荐。

推荐行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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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P Local伙伴商店计划 

SHOP Local伙伴商店计划是以现金支付行销和广告费用的简易解

决方案。加入SHOP Local伙伴商店计划的企业，能接触到20多

万创业家及其网路，还有数百万顾客等着购买结盟企业的产品。

不用预付成本或月费，行销无风险。没有软体要安装，没有员工 

要训练，只有更多的顾客和收入。自动帮您追踪购物，现成的忠

实顾客方案让您坐享好处。SHOP Local伙伴商店计划协助您建

立忠诚度，让您轻松在当地拓展事业。

如果想要了解更多，同时成为我们SHOP Local伙伴商店计划的伙

伴，请造访SHOP.COM并点选页面底部“加入伙伴商店”，或发电

子邮件至ShopLocal@shop.com

SHOP.COM伙伴商店计划

SHOP.COM是世界前百大电子商务网站，营收数十亿美金。数百

万忠实顾客经常在SHOP.COM购买产品和服务。接触这个庞大的

顾客群将能增加您的销售和利润。如果您透过线上销售产品至全国

各地，您可以成为SHOP.COM联盟伙伴。SHOP.COM将会把您的

标志和网站连结放在超过20万个网站，我们的顾客可以点按您的连

结并直接在您的网站购物。

加入SHOP.COM伙伴商店享有以下优势：

•  在SHOP.COM设立有品牌的店面管理您的企业（订购、销售、行

销和顾客服务）

• 透过我们的行动应用程式、社群和活动促进销售

• 指派经验丰富的业务和行销团队到您的帐户

• 获得跨平台、全球销售的机会

• 超过20万超连锁店主作为后盾帮您宣传

如果想加入SHOP.COM伙伴商店，请点选SHOP.COM页面“加入

伙伴商店”并填写表格。

网路行销联盟  

联盟行销是网路上最赚钱的营利模式之一。加入SHOP.COM网路行

销联盟，您您不仅可以在您的企业网站或部落格宣传SHOP.COM产

品，同时因推荐新顾客至拥有百万项产品的SHOP.COM而享有丰厚

收入。这项免费服务包含人性化的工具，帮您整合SHOP.COM产品

至您的网站，或是您可以善用我们开放的应用程式介面获得SHOP.

COM的产品详细目录。不论您的选择为何，SHOP.COM将会处理

所有的订单，并提供一流顾客支援，您还能因为从您的网站推荐顾

客购物而赚取收入。
 

如果想加入SHOP.COM网路行销联盟，请造访AFFILIATE.SHOP.COM

或发电子邮件至publishersupport@shop.com。 

推荐行销

SHOP.COM是世界前百大电子商务网
站，营收数十亿美金。

推荐行销网路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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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行动

10.
不 论 您 想 要 善 用

SHOP.COM、建立企

业网站，或是想找到

适合的行销策略，下

一步都很简单：联络

您的超连锁店主或网

路中心经营者，进行

15分钟的咨询。

您的下一步

maWebCenter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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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下一步网路解决方案

网站设计和管理

您的网站设计和管理策略对您的网站曝光率有重要的影响。您的网路

中心经营者将进行15分钟的咨询，了解您的企业和您现有的网站。接

下来，他们会跟产品专员预约完整会谈，产品专员将会展示我们的技

术，看看是否符合需求。

网站设计和管理咨询将协助我们更了解：

您的企业

企业的主要和次要目标

适合的顾客群数据

现有和潜在广告

网站设计

现有网站和设计

您网站的回应程度（行动装置便利度)

电子商务目标

您的设计对顾客的效用

您对现有网站的满意度

网站管理

更新网站的频率

更新您的网站所需员工、支援和资源

您能否完美结合网路策略和其他行销手法

数位与社群媒体行销

一个优秀的网站会在获得流量时最有效益。我们的数位与社群媒体

行销套装专为将流量导入您的网站而设计。您的网路中心经营者将

进行15分钟的咨询，了解您的现有策略。接下来，他们会跟产品专

员预约完整会谈，产品专员将会与您讨论您的需求。

数位与社群媒体行销咨询将协助我们更了解

一般行销

您的适合顾客群 

您目前的广告策略

搜寻引擎优化

您目前搜寻引擎排名

您在不同产业的排名目标

您对网路知名度的满意程度 

社群媒体/线上社群

您目前的社群媒体曝光率和社群

您目前跟观众分享哪种类型的内容

您目前跟观众的互动如何

您的线上商誉 

您的企业社群媒体目标

我们的数位与社群媒体行销套装专为将
流量导入您的网站而设计。

您的下一步

您的网站设计和管理策略对您的网站曝
光率有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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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会谈
网站、社群媒体和数位产品

联络您的网路中心经营者，安排15分钟的咨询或与产品专员的会

谈。产品专员将会回答您的问题、展示我们的技术，并协助您决

定我们的解决方案是否有利于您的企业或组织。

网路中心经营者：

电子邮件：　

电话号码：

网站：

商家服务

联络您的超连锁店主，安排省钱方案分析。此分析让您了解可以

节省多少交易费。

SHOP.COM伙伴商店或SHOP LOCAL伙伴商店计划

联络您的超连锁店主，填写线上表格加入SHOP Local伙伴商店计

划，或是成为SHOP.COM的伙伴商店。SHOP.COM将会跟您联

络，讨论您的可行方案。

成为优惠顾客

现在就造访您超连锁店主的SHOP.COM网站，并免费登记成为优

惠顾客。

进行企业支出分析

每个企业每天都需要办公用品，从纸制品、电子产品到地板清洁

剂。您的超连锁店主安排会面，进行企业支出分析。只要15分钟，

您就可以了解您可能赚取的现金回馈，只要购买您本来企业所需

用品即可。

超连锁店主：

电子邮件：　

电话号码

SHOP.COM/____________________

SHOP.COM协助您找到最佳优惠、
节省金钱，甚至还能因为购买产品而赚

取金钱。

企业支出分析

SHOP.COM协助您找到最佳优惠、节省金钱，甚至还能因为购物而

赚取金钱。登记成为优惠顾客，透过在SHOP.COM购物赚取现金回

馈。不需要任何会员费用。只要登记、购物，然后赚钱！

企业支出分析协助您了解如何将企业经常性开支转为现金回馈，甚

至是永续收入。您将善用SHOP.COM的力量。

转企业支出为收入

办公用品

电脑、印表机、桌子等设备

咖啡或办公室零食

旅行

印刷品

鲜花和礼品

企业运作的产业专用项目（例如：屋顶工人购买屋顶木瓦)

任何线上产品

您的下一步网路解决方案

采取行动



YOUR NEXT STEPS  WEBSOLUTIONS

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