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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讯

(吉隆坡16日讯)配合欢庆100周年纪念，尼康(马)私人有限公司增加
其促销商品，包括限量版的尼康100周年LAMY Pen，让您满载而归。

摄影初学者或想在摄影方面自我提升者，万勿错过尼康的“I 
AM IRRESISTIBLE PROMO”促销活动。凡在这项活动里购买尼康
D500、D7200、D7100、D5600、D5300、D3400或尼康1 J5的消费人，
即可获得尼康100周年LAMY Pen及尼康100周年T-恤。此外，他们还
可以获得1+1的保修优惠。

其中的尼康D500如今仅售1388令吉，这款DX-format的单反相机
最近也荣获2017年iF设计奖。

其他优惠价商品还包括价值488令吉的AF-N IKKOR 50毫米
f/1.8D、价值1748令吉的AF-P DX 70-300毫米 f/4.5-6.3G ED 
VR、价值628令吉的SB-300 Speedlight、价值418令吉的ACULON 
W10 8X21望远镜及价值318令吉的EN-EL 14a电池。

上述商品的赠品仅可从网上索取，顾客可以登入www.nikonclub.
com.my并申请成为尼康俱乐部(Nikon Club)会员。

尼康自1917年成立以来，即为全球推出优质的工艺、产品及服
务，致力于改善及提升消费人的生活方式。

欲知尼康“I AM IRRESISTIBLE PROMO”促销活动详情，请
浏览http://www.nikon.com.my/或电邮nikon.malaysia@nikon.com
或致电03-7809 3688查询。

●尼康的“I AM IRRESISTIBLE PROMO”促销活动，让您满载
而归!

（吉隆坡16日讯）Ho t l i n k欢乐时
光为手机预付配套掀起革新风潮！所有
Ho t l i n k用户每天可获得一个小时免费
1GB高速网络流量，流量任意使用。其他
预付配套的免费流量只限用于特定应用
程式（例如脸书、聊天app、影音app等
等），但是Hotlink 欢乐时光允许用户任
意使用这个每天一小时的高速网络流量。
不管是浏览网站、观看视频、聊天或不停

上网，全马排名第一的明讯4G网络将给
用户绝佳体验。Hotl ink欢乐时光相等于
每月免费给予用户30GB*高速网络流量。

要享用Hotlink 欢乐时光，用户必须
购买每周RM10移动上网通行证或每月移
动上网通行证（RM30或以上），而且上
网配套仍处于有效期。

Hotlink欢乐时光是Hotlink FAST用
户享有的最新流量升级配置。较早前，

Hotl ink推出最大上网通行证，给予用户
17GB高速上网流量以及免费拨电至所有
网络。随着Hotl ink欢乐时光的推出，最
大上网通行证没有最大，只有更大！

(吉隆坡16日讯)马来西亚富豪
(Volvo Malaysia)宣布富豪卡车在
2016年财政年的销售量成长4.8%。这
是因为富豪成功售出370辆卡车，并
在我国的欧洲重型车领域占45%市场
份额，使之成为当年的销售量之首。

马来西亚富豪董事经理M a t s 
Ni l s s on指出，即使去年的市场萎缩
多达5%，不过富豪仍然成功执行业
务策略，并善用资源达到业务的增
长。

“富豪卡车向来重视道路上的
安全性，我们经常从3方面着手，即
更安全的卡车、更注重安全的司机
及缔造一个更安全的社会。我们的
Fuelwatch Challenge也教导司机关
于安全和省油的重要性。去年有超过
1400名卡车司机参与这项活动，参加
人数比前年增长了28%。”

近年来，大马富豪在网络扩充方
面已投资7500万令吉，包括提升设备
及技能，确保为消费人提供优质的服
务。

随着该公司去年初在巴生港口设
立规模最大的旗舰经销商后，今年也
将乘胜推出新的旗舰卡车。新车款将
配备省油及安全新功能，以及大扭矩
和运输力。

Nilsson表示，即将在大马推出的
新卡车更省油及更可靠，而且符合人
体工程学及具备出众的操控性能。

欲 知 详 情 ， 请 浏 览 w w w .
volvotrucks.com。

(吉隆坡16日讯)赛柏再也医学大学学院(CUCMS)的药学系及大马药
学学生协会(MyPSA)联办2017年第3届国家临床药学挑战赛(NCPC)。
此项活动已在赛城的CUCMS校园举行。

这项题为“使卓越成为热忱”的活动旨在提升药学学生的竞争力和知识，装备
他们以在未来的药学专业领域大展拳脚，为民服务。

超过19家国内大专的代表参与这项赛事，这些大专包括大马理科大学、大马国
际伊斯兰教大学、马来亚大学及国民大学。活动内容包括写作测试、文学测试、
临床技能测验、模拟和案例研究。

CUCMS药学系主任Rosnani Hashim博士表示，这项活动有助于提升学生的
领导技能，同时帮助他们增强扩充网络的技巧。

“我们很自豪可以每年主办这项活动，希望学生借着活动可以增进自信心，也
希望国家的药学领域可以更上一层楼。我们也不忘恭喜所有得奖人，他们的正面
态度非常值得鼓励。”

国际医药大学(IMU)T e a m A成为今年赛事的胜出代表，而泰莱大学和
CUCMS也在赛事的最后一天打进了半决赛。

●国际医药大学Team A其中一名代表正在回答评审的问题。

(吉隆坡16日讯)天地通旗舰后付服
务——天地通FIRST推出最新的GBshare，
也是可以共享和简易操作的FIRST Plans，
并获天地通的4G网络支持。

天地通FIRST Gold Plus和FIRST 
Pla t inum的顾客，如今可以开始通过最新
的MYCELCOM POSTPAID应用程序，轻
易地和朋友或家人共享互联网服务。

顾客可通过天地通FIRST Gold Plus(98
令吉，40GB)使用GBshare，他们可以注册
2 GBshare Lines，以便可享受高达44GB
的互联网服务。另一方面，顾客也可以通
过FIRST Platinum(150令吉，60GB)使用
GBshare，他们可以注册2 GBshare Lines
或高达5 GBshare Lines，以便可以和5位
家庭成员共享高达70GB的数据。

每一个GBshare Line的售价为48令吉，
还可获得额外的2GB互联网服务。GBshare 
L i n e s也包括无限的通话时间、无限的

Whatsapp和微信服务。
GBsha r e的互联网配额，可以在任何

时间及任何一天使用，它也同时搭配新的
MYCELCOM POSTPAID应用程序，顾客
可从Google Play和App Store下载，以便
共享互联网服务。

天地通亚通业务运作副执行长阿兹万
坎，以及营销长查尔曼艾芬迪，特别莅临
主持推介礼。

阿兹万坎表示，GBshare满足了顾客对
数码的高度需求，他们如今可以轻易地与
他人一起享用应用程序。

查尔曼艾芬迪则说，GBshare Line的顾
客也可以轻易要求附加个人互联网服务，
以获得额外的互联网配额。

欲知详情，请到邻近的Blue Cube或
Celcom Xclusive Partners查询，网站:
www.celcom.com.my。

（吉隆坡16日讯）KitKat Mini是马来西亚第一巧克力品牌的最新产品。它备
有三种口味: KitKat Mini卡拉梅糖、KitKat Mini脆饼和淇淋以及KitKat Mini摩
卡，三种不同的特色均适合各种场合。KitKat Mini卡拉梅糖口感顺滑，KitKat 
Mini脆饼和淇淋的内馅是以脆饼粒粒配清甜淇淋，而KitKat Mini摩卡则散发浓郁
的咖啡香。

马来西亚雀巢糖果业务执行经理(东盟市场) Sachin Goel透露：“我们深感自
豪成功创造各种既可口又充满乐趣的方式，让人们(Ki tKat粉丝)随时随地都可轻
松一下，尽享KitKat的独特美味。”

Goel也对该品牌采用生态可可(永续可可)而进一步透露：“KitKat是全球第一
种透过雀巢可可计划采用100%生态可可(永续可可)而生产的产品。雀巢可可计划
旨在提升象牙海岸可可农业社区的生活。这也是配合我们致力提升人们生活质素
的目标，全面缔造更健康的未来。自2016年2月起，KitKat在大马森美兰

Chembong的工厂已采用100%生态可可(永续可可)生产KitKat产品系列。”
KitKat Mini是KitKat家族的新成员，为这广受喜爱的2块与4块装KitKat增添

更多美味的‘轻松’时刻。KitKat家族的成员亦包括KitKat Bites、珍贵的KitKat 
Rubies、KitKat Chunky以及灵感源自日本的KitKat Green Tea。KitKat更进
一步扩展至定制糖果市场，在2016年推出KitKat Chocolatory概念店，提供多达
10，000种风味组合，让人们尽享真正的个人化轻松时刻。灵感源自Chocolatory
的KitKat Bar已在2017年2月推出市场。

崭新美味的KitKat Mini卡拉梅糖、KitKat Mini脆饼和淇淋以及KitKat Mini
摩卡亦备有8片大包装，推荐零售价RM12.17，各零售商店均有出售。

第三届国家临床药学挑战赛

IMU代表凭实力大获全胜

尼康配合100周年庆

推出吸引人促销活动

( 吉 隆 坡 1 6 日 讯 ) 马 来 亚 银 行
(Maybank)预计通过其移动平台，今
年的银行交易量将提高超过50%，达到
250亿令吉的数额。

马来亚银行策略长Michael Foong
指出，数码银行交易量，比通过在线平
台交易成长得更快。

“去年，移动设备的交易量成长高
达72%，而通过所有在线频道，包括使
用电脑进行的交易则提升41%，由此看
来使用者已更偏向使用数码平台进行银
行交易。”

他也说，由于消费者行为已大幅度
改变，因此Maybank2u的应用程序也
已改良，比以往更简化和方便使用。

“新的Maybank2u应用程序更快
捷，这是因为我们考虑到系统接口每微
秒的运作，确保系统为顾客提供最佳的
银行交易体验。”

马来亚银行也将于 4月杪推出
Secure2u，其功能包括开放式基金转移
(Open Fund Transfer)，顾客可以转账
予名字没列入“收藏列表”(favourite 
list)的第三方。

马来亚银行集团社区金融服务总监
拿督Lim Hong Tat表示，有了新改良
的应用程序，顾客可以享有更简单快捷

的交易服务。
今 年 3 月 中 推 出 的 全 新

Maybank2u，至今已有超过5万7000个
下载量，更有多达82%的使用者给予卓
越的评价。

马来亚银行移动银行交易量
增长逾50%

●马来亚银行Maybank2u应用程
序获得良好反应。

Hotlink欢乐时光让您任何活动
享用一小时免费高速网络服务

雀巢隆重推出美味无比
崭新KitKat Mini！

●(左起) 马来西亚雀巢糖果销售部区域经理(东盟市场) L e e C h i a
Loong， Sachin Goel， 马来西亚雀巢通讯及营销服务执行总监Eugene Chan推
介崭新的KitKat Mini。

富豪卡车

在大马市场份额

获得增长

●阿兹万坎(左)与查尔曼艾芬迪一起推介天地通GBshare。

天地通FIRST推出GBshare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