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m 610, 6/F, Kwong Loong Tai Bldg, No 1016-1018 Tai Nan West St, Cheung Sha Wan, Kln, HK

Tel:
(852) 2743-8787
Website: www.eshop88.com

Fax: (852) 3579-1513
Email: info@eshop88.com

eshop88『浪漫情人節』優惠
自助網頁 - 『方案二』申請表
申請人資料
公司名稱：

聯絡人姓名：

聯絡電話：

聯絡電郵：

服務資料
.com /

選用域名:
申請計劃:

自助網頁 方案二

支援語言:

網頁“內容”同時支援所有繁體中文、簡體中文、英文、日文、法文..等語言輸入及顯示.

介面語言:

網頁右上方含語言切換鍵, 最多可選二項:

其他資料

優惠價

繁中

POP3 功能、病毒郵過濾、濫發過濾保護

電郵設定

自
選
額
外
增
值
功

$148

英文

x 12 個月

簡中

/

.org

＝ HK$1,776*

日文 (首要語言為:_________)

公司電郵:
2G 總容量 (20 個電郵戶口)

能
【
迎
新
價
】

.net

1.

@yourDomain

2.

@yourDomain

3.

@yourDomain

4.

@yourDomain

5.

@yourDomain

以哪個電郵收取訂單/查詢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套餐價
+ $10 /項/月 (原價 + $60 /項/月)
 V00.其他域名結尾 .com.hk / .hk /.com.cn /.cn

 v13a. 即時通訊 (MSN Live Messenger Plugin)
 v13b. 即時通訊 (QQ)

 V07.獨家全方位人流統計器 (提供有效數據助您策劃市場推廣)
 v10. 網站背景音樂 (自由上載/更換音樂)

 v16. 7 圖動態切換播放 Flash Banner
 v17. Google Adsense (發佈 Google 廣告而獲取
收益)

套餐價
+ $50 /項/月 (原價 +
 V23. 額外介面語言 (1 項)
套餐價

+

$150 /項/月 (原價 +

$80/項/月)
$250/項/月)

 v22. EDM 電郵推廣系統 (高效自動分段般發送, 防止成為垃圾電郵, 自動管理『取消訂閱』要求)
一次性收費項目

其他優惠

 VF01.『公司名稱橫額』設計(B 類) $380 套餐價 + $50/個
 VFO2. 專業橫額設計(JPG/GIF) $600 套餐價 + $380/個
 VF03. 專業動態橫額設計(B 類) $1200 $500/個

總
計

 v31. 討論區 Forum (加送域名一個)
$1500 套餐價 + $1,056/年

月費：$148 + (0 x $10)+(__ x $50)+(__ x $___) x 12 個月

= HKD$__________

加
一次性收費: $______________

客戶簽署/公司印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1

推廣期至 2012 年 03 月 31 日止(version 1.0)

Rm 610, 6/F, Kwong Loong Tai Bldg, No 1016-1018 Tai Nan West St, Cheung Sha Wan, Kln, HK

Tel:
(852) 2743-8787
Website: www.eshop8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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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備忘錄及條款

歡迎申請 eshop88 專業網頁, 請細閱服務詳情:
1. *預繳 12 個月，豁免設定費$1,000。

2. 本公司為提供最優質的網絡服務，所有伺服器均置於數據中心內設 24 小時保安看管，客戶可以安心使用。

3. 付款方式:

(收款後，本公司會發出正式收據)



支票:

支票台頭請填祈付 Link For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Ltd



銀行轉帳: 入數後請將銀行收據傳真到 (852)3579-1513
香港戶口 1:銀行名稱 : BOC , 帳戶號碼 : 012-898-1-0372901
香港戶口 2:銀行名稱 : 恆生銀行 , 帳戶號碼 : 787-271485-883
國內戶口 3:銀行名稱 : 招商銀行(一卡通),帳號號碼:6226-0900-0089-4556(開戶行地址: 招商銀行深圳總行營業部)



網上即時付款 (信用卡 / PayPal) : 請聯絡我們。

4. 收到您的款項後，本公司會即時為您辦理域名申請服務及開通計劃內服務。您的網上網頁可在我們確認收款後 1 個
工作天內正式運作 (如同時申請其他增值服務，您的商店/網頁則會在 1-3 個工作天內正式運作。)

5. 服務期間，您可得到本公司的無限次數電郵及電話技術支援服務，為您解答一般網上商店的操作疑問。

6. 本公司為用戶提供可靠的網頁平台，產品/資料及相片則由用戶自行上載到本公司所提供的網頁，敬請留意。

7. 更多增值功能及語言介面未能盡錄， 如有需要歡迎向本公司查詢。

專業，就是 eshop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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