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美投资机会与新闻

www.nai500.com
2209 – 1111 Alberni Street Vancouver, BC Canada V6E 4V2

加入NAI500的“可信赖顾问计划”，向我们的
投资者网络推荐您的专业服务。您的信誉和如何
展示是向读者成功推广您的服务的关键因素。

拥有运营20多年的金融内容和投资新闻平台：
NAI500.com

让NAI500帮助您实现目标。

适合：

律师事务所
会计公司
房地产经纪

房贷经纪
财务顾问
移民顾问

内容创造——我们客户可以在我们的网站发表专业见解，从而建立良好的第一读者印象。我们亦会反
向链接回客户的网站，以帮助你们的潜在客户在谷歌、百度和其他搜索引擎更轻松地找到您的网站。

专业介绍——我们将在NAI500网站上为我们的“可信赖顾问”创建专属的介绍页面。 

限量专属——我们的每个服务类别仅面向一定数量的广告客户。与其他广告平台不同，我们不会使读
者淹没在大量信息中从而稀释掉您的信息。

在NAI500网站主页上投放300 x 120像素的广告
（循环滚动）
“可信赖顾问”的介绍页面
 o  200字专业简介（由客户提供）
 o  联系信息（由客户提供）
 o  内容发布特权（每月一次）
脸书页面推荐互联
微信上“可信赖顾问”的介绍和内容发布

更多服务：
NAI500制作的采访文章、软文和商业文案代写

特色 我们的读者群：

我们的读者关注北美金融、投资和移民热点。
每月有超过20,000名独立用户，并且还在不断增长。
通过公司页面、订阅服务和群组访问超过4万名脸书和
微信用户。

价格

每月500加元 (6个月优惠价为1,800加元)
至少2个月
NAI500制作的文章：每篇文章500加元

NAI500的可信赖顾问计划
让您的专业服务受到投资者的关注



www.nai500.com
2209 – 1111 Alberni Street Vancouver, BC Canada V6E 4V2

REGISTRATION FORM 登记表

Step 1 - Complete Company Profile 步骤1 - 公司信息
Company Name 公司名称

Street Address 详细地址

City, Province 城市，省份 Postal Code 邮政编码

Email 电子邮件

Signature 签名

Date 日期

Print Name 姓名

Total Amount (subject to applicable taxes) 总额 (税前)

Main Contact 联系人

Position 职位

Phone Number 电话

Website 网站

Contract #

Approved By

Cheque 支票 - Please make payable to 请支付到
NAI Interactive Ltd
2209 - 1111 Alberni Street Vancouver, BC   V6E 4V2

Wire Transfer 电汇 
Wiring instructions via email 电汇详情通过邮件发送

Credit Card 信用卡
Name 名字
Number 卡号  
Expiry Date 到期日      CVV

Account Manager

Note: A 3% service charge fee will be applied  备注：将收取3%的服务费

 Please complete the form and fax it to 604-488-0868 or email to info@nai500.com. 请填妥这份表格，传真至604-488-0868，或电邮至info@nai500.com。  

Cancellation Policy: 取消政策：
Given the nature of digital content, we do not offer cancellation or refunds unless items in Step 2: Product Details has been breached. If you would like to request 
a refund, please submit the request in writing to your account manager. 
考虑到数字内容的性质，除非违反了步骤2：服务详细信息中的内容，否则我们不提供取消或退款。如果您想退款，请以书面形式向您的客户经理提交请求。

* The term of this contract may be renewed after the end of 
   the term by mutual consent. 
* 本合同的期限可以在合同期满后经双方同意续签。 

Step 2 - Product Details 步骤2 - 服务详情

OFFICE USE ONLY

Step 3 - Confirmation 步骤3 - 确认 Step 4 - Payment Method 步骤4 - 付款信息

Services 服务包括

Minimum Term 最少期限:
2 months from execution date. 从执行日期开始最少两个月

NAI500 Trusted Advisor Program NAI500的可信赖顾问计划

300 x 120 pixel advertisement on NAI500.com homepage
(Rotating) 在NAI500.com主页上投放300 x 120像素的广告
(循环滚动)
Trusted Advisor Profile Page “可信赖顾问”的介绍页面
 o  200 word professional profile (to be provided  
     by client) 200字专业简介（由客户提供）
 o  Contact information (to be provided by   
     client) 联系信息（由客户提供）
 o  Content posting privilege (once per month)   
    内容发布特权（每月一次）
Facebook cross-linking  脸书页面推荐互联
Wechat Trusted Advisor Profile and content posting 微信
上可信赖顾问的介绍和内容发布

Additional Services: 更多服务：
Interview articles, exposure articles and ghost-written 
blog posts produced by NAI500 
NAI500制作的采访文章、软文和商业文案代写

CAD$500 per month 
每月500加元 
(2 month minimum 
term 至少2个月)

x                   (months 月）

= $ 

CAD$500 per article
每篇500加元 
x                    (pieces 篇）

= $ 

One Time Payment 全额付款
Monthly payment 每月付款
6 month discounted option - One Time 
Payment CAD$1,800 
6个月优惠价 - 1800加元 (全额付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