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美投資機會與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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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入NAI500的“可信賴顧問計劃”，向我們的
投資者網絡推薦您的專業服務。您的信譽和如何
展示是向讀者成功推廣您的服務的關鍵因素。

擁有運營20多年的金融內容和投資新聞平台：
NAI500.com

讓NAI500幫助您實現目標。

適合：

律師事務所
會計公司
房地產經紀

房貸經紀
財務顧問
移民顧問

內容創造——我們客戶可以在我們的網站發表專業見解，從而建立良好的第一讀者印象。我們亦會反
向鏈接回客戶的網站，以幫助你們的潛在客戶在谷歌、百度和其他搜索引擎更輕鬆地找到您的網站。

專業介紹——我們將在NAI500網站上為我們的“可信賴顧問”創建專屬的介紹頁面。

限量專屬——我們的每個服務類別僅面向一定數量的廣告客戶。與其他廣告平台不同，我們不會使讀
者淹沒在大量信息中從而稀釋掉您的信息。

在NAI500網站主頁上投放300 x 120像素的廣告
（循環滾動）
“可信賴顧問”的介紹頁面
 o  200字專業簡介（由客戶提供）
 o  聯繫信息（由客戶提供）
 o  內容發佈特權（每月一次）
臉書頁面推薦互聯
微信上“可信賴顧問”的介紹和內容發佈

更多服務：
NAI500製作的採訪文章、軟文和商業文案代寫

特色 我們的讀者群：

我們的讀者關注北美金融、投資和移民熱點。
每月有超過20,000名獨立用戶，並且還在不斷增長。
通過公司頁面、訂閱服務和群組訪問超過4萬名臉書和
微信用戶。

價格

每月500加元 (6個月優惠價為1,800加元)
至少2個月
NAI500製作的文章：每篇文章500加元

NAI500的可信賴顧問計劃
讓您的專業服務受到投資者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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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GISTRATION FORM 登記表

Step 1 - Complete Company Profile 步驟1 - 公司信息
Company Name 公司名稱

Street Address 詳細地址

City, Province 城市，省份 Postal Code 郵政編碼

Email 電子郵件

Signature 簽名

Date 日期

Print Name 姓名

Total Amount (subject to applicable taxes) 總額 (稅前)

Main Contact 聯繫人

Position 職位

Phone Number 電話

Website 網站

Contract #

Approved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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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re Transfer 電匯 
Wiring instructions via email 電匯詳情通過郵件發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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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count Manager

Note: A 3% service charge fee will be applied  備註：將收取3%的服務費

 Please complete the form and fax it to 604-488-0868 or email to info@nai500.com. 請填妥這份表格，傳真至604-488-0868，或電郵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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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慮到數字內容的性質，除非違反了步驟2：服務詳細信息中的內容，否則我們不提供取消或退款。如果您想退款，請以書面形式向您的客戶經理提交請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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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後經雙方同意續簽。

Step 2 - Product Details 步驟2 - 服務詳情

OFFICE USE ONLY

Step 3 - Confirmation 步驟3 - 確認 Step 4 - Payment Method 步驟4 - 付款信息

Services 服務包括

Minimum Term 最少期限:
2 months from execution date. 從執行日期開始最少兩個月

NAI500 Trusted Advisor Program NAI500的可信賴顧問計劃

300 x 120 pixel advertisement on NAI500.com homepage
(Rotating) 在NAI500.com主頁上投放300 x 120像素的廣告
(循環滾動)
Trusted Advisor Profile Page “可信賴顧問”的介紹頁面
 o  200 word professional profile (to be provided  
     by client) 200字專業簡介（由客戶提供）
 o  Contact information (to be provided by   
     client) 聯繫信息（由客戶提供）
 o  Content posting privilege (once per month)   
    內容發佈特權（每月一次）
Facebook cross-linking  臉書頁面推薦互聯
Wechat Trusted Advisor Profile and content posting 微信
上可信賴顧問的介紹和內容發佈

Additional Services: 更多服務：
Interview articles, exposure articles and ghost-written 
blog posts produced by NAI500 
NAI500製作的採訪文章、軟文和商業文案代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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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months 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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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One Time Payment 全額付款
Monthly payment 每月付款
6 month discounted option - One Time 
Payment CAD$1,800 
6個月優惠價 - 1800加元 (全額付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