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X03C 編輯 / 排版員：SPTHAN 分線：8568 檔名：

2015年6月30日（星期二） 03

生活
小智慧

活自己的人生，走自己的路，路在腳下。

阿末沙比里（左二）與張曉卿（中）
為熱購手機應用程式主持推展禮。左一為
邱天雄。右一起為伍俊文和黃澤榮。

阿末沙比里（後排中）與“熱購＂工作團隊合照。左四起為伍俊文和黃澤榮。右四起為邱天雄和張曉卿。

（八打靈再也29日訊）世華媒體集

團兼星洲媒體集團執行主席丹斯里張

曉卿爵士宣佈，從7月1日起，所有向

世華多元媒體申請參與Logon（熱購）

電子商務平台的中小型企業、商號，

一律免費註冊，免費加盟。

推出手機應用程式

他說，這是世華媒體選擇在Logon發動

第二波電子商務衝刺的臨界點上，所作出的

策略性調整，世華媒體集團還決定在最近開

設Logon營運中心，以便更全面與有效的服

務客戶，為加盟商家提供技術諮詢和輔助，

也有計劃地提供訓練課程。

“這是世華媒體集團回應國內許多商會

領袖及個別企業界人士的要求，而作出的調

整；我們建構Logon的初衷不變，我們既要

負起企業公民的承擔，歷史的責任和使命，

也要體現情義回饋的真心誠意。＂

張曉卿今日在星洲日報總社，主持

Logon（熱購）手機應用程式，及Logon電子

商務平台新版本推展禮時表示，世華媒體

集團正式在馬來西亞推出Logon電子商務平

台的手機應用程式，也就是Logon Mobile 

Apps。

“今天，我們毅然決定啟動Logon電子

商務平台的第二階段工程，這也吹響了推動

第二波電子商務衝剌的號角。＂

新介面跟大家見面

“我們同時也向大家宣佈，Logon電子

商務平台即日起，以新版本、新介面跟大家

見面。Logon Version 2將使Logon電子商務

平台更方便、更靈活、更快捷，更多功能，

也更適應手機用戶及網民們在網上購物的習

慣。＂

Logon電子商務平台的新面貌、新姿態

因為進一步結合了新科技，以及調查和研究

的結果，因此為網民帶來更輕鬆、更舒適又

愉快的網購體驗。

張曉卿說，這項推展儀式標誌着世華媒

體馬來西亞Logon電子商務平台，以最大的

衝剌決心和奮進意志，矢言要跟國內更多中

小型企業界伙伴，一起開創更大的網絡商務

新境，共同發展和經營無限潛能的未來商務

大道。

“Logon自今年正月一日推展以來，各

方面的增長，把整體交易質量不斷地，帶上

一個又一個新台階。商家和網上消費人的積

極反應，給予我們肯定，也帶給我們加大力

度發展的信心。＂

“經過6個月的運作，基本上，Logon

電子商務平台已經完成第一個階段的奠基工

程。世華集團多元媒體團隊在積極引進新

科技和優秀人才的同時，更不懈地密集探

討，把Logon電子商務平台全方位優化與升

級。＂

張曉卿：應要求誠意回饋

加盟 免費
（八打靈再也29日訊）

通訊及多媒體部長拿督斯里

阿末沙比里呼吁大馬商家捉

緊大馬今年擔任東盟輪值主

席國的機遇，通過電子商務

平台走出大馬，放眼東盟，

將業務擴大至6億人口的東

盟市場。

他說，根據管理顧問機構

A.T.Kearney的調查顯示，東盟

的電子商務潛質良好，每年可取

得25%成長率，而超過6億人口的

東盟市場，是商家走出大馬，進

軍東盟的最佳平台，每個行業都

可以從中找到商機。

“因此，我們致力於協助

本地電子商務商家拓展東盟市

場，馬來西亞多媒體發展公司

（MDeC）也將與本地商家做緊密

聯系，開發自己的潛在市場，

並配合他們的業務進軍全球市

場。＂

阿末沙比里今日在星洲日

報總社，為Logon（熱購）手機

應用程式及電子商務平台新版本

主持推介儀式致詞時表示，為了

協助本地商家進軍國際市場，政

府也將投入發展本地電子商務市

場，提升商家的競爭力，尤其是

足以和東盟商家競爭，畢竟東盟

市場有着非常大的機會。

年底可達720億銷售額
“在大馬商界，電子商務正

如火如荼的發展中，無論是商人

或消費者都對網絡商務平台有莫

大的興趣，從2013年的530億令

吉銷售額，到今年年底預料可達

到720億令吉的目標，大馬電子

商務有望在明年創下880億令吉

的銷售紀錄。＂

“如此龐大可觀的市場，

可惜的是大馬消費者在電子商務

和網購消費總和只占1%，但這對

大馬商家尤其是中小型企業，卻

提供了一個無限與可觀的潛在市

場。＂

阿末沙比里說，逾65萬家向

政府登記的中小型企業中，只有

30%商家開發了電子商務，通訊

部通過MDeC及大馬多媒體超級走

廊（MSC），全力投入開發電子

商務市場，協助大馬在2020年時

實現高收入先進國目標，其中一

項即是協助中小型企業接觸並投

入電子商務。

Logon手機應用程式推展禮

張曉卿強調，Logon

手機應用程式擁

抱着消費性電子產品的革命

風潮，必然能為Logon的商

家，帶來跟廣大手機用戶互

動的效果，這將有助於建立

企業的品牌形象與知名度，

開創更多新商機。

“Logon手機應用程式

的推出前提，就是｀要你感

覺好用！´＂

研究數據顯示，大馬單

是18到24歲的年輕人，就接

近是國家人口的20%，足以

形成消費大軍；加上中年國

民，多數已湧往電子和網絡

生態移植，生活與消費習慣

急速改變，蔚成大勢，這正是顛覆市場常

態的改變力量。國內網民人口覆蓋率和智

能手機用戶的暴增，更進一步使電子商務

蓬勃發展的條件加速成熟。

不過，令人擔憂也焦慮的是，馬來西

亞大多數中小型工商界對電子商務幾乎未

作出投入；全國中小型企業之中，竟多達

70%沒有自己的網站，別說向外拓展，連跟

網絡世界接軌的準備都沒有，顯然對眼前

的挑戰，未作出調適和應對。

張曉卿說，對世華媒體旗下的星洲媒

體和南洋報業集團而言，我們建構Logon

電子商務平台的出發點就是期望在馬來西

亞，跟所有友好們，客戶們及工商界伙伴

們，一起投入大環境改變中，互相扶持，

共同應變，跟時代接軌。我們創設Logon的

初衷，就是要帶給工商企業界，特別是中

小型企業一個共同的電子商務平台，以便

凝聚在一起，集合成一塊。

“今天，馬來西亞各領域的營業模

式已經受到前所未有的強大衝擊，網絡生

態及其影響既不可抗拒，也不能阻擋，外

來網購集團更跨越國界，來勢洶洶；當下

形勢緊迫，我們已經不能再觀望和期待

了。＂

“祝願大家能掌握時機，投入狂飆的

變局中，一起往這大方向齊步出發！＂

（八打靈再也29日訊）世

華多媒體有限公司首席執行員

邱天雄指出，從7月1日開始，

所有向世華多媒體申請參與熱

購電子商務平台的商家，一律

免費註冊，為表誠意，在此之

前已經加入熱購的商家，將獲

得世華多媒體全數退還加盟費

用。

“為了對原有支持熱購的

商家表示誠意、尊重和決心，

我們將把1千200至7千令吉不

等的加盟費用退還給商家。

他說，通過這項策略性的

調整，希望在年杪將有數千位

商家加入熱購；熱購從今年1

月正式開展至今，共獲得數百

名商家付費加入。

邱天雄補充，透過免費

加盟的方式，世華多媒體鼓勵

更多中小型企業參與，因為目

前還有很多商家抱着觀望的態

度，看待電子商務。

他透露，電子商務是大

馬目前發展機會最大的領域之

一，若商家現在不開拓有關市

場，未來將落後其他商家。

他說，熱購推介手機應用

程式和電子商務平台新版本是

一個飛躍的成長，熱購電子商

務平台出售的商品可以去到全

國各個角落。熱購加盟免收費

後，相信會有更多中小型企業

加入。

沙比里吁馬商捉緊機遇

開拓東盟電子商務

阿末沙比里盛讚世華多媒體

有限公司啟動Logon（熱

購）電子商務平台的第二階段工

程，推出Logon手機應用程式、開設

Logon營運中心及宣佈所有申請參與

Logon電子商務平台的中小型企業、

商號，一律免費註冊，免費加盟，

是一項備具意義的創舉。

他說，憑着這項有遠見的創

舉，他相信Logon未來可成為大馬著

名的網購平台。

“我要祝賀世華多元媒體這項

完美的決策，協助政府扶助更多商

家接觸並打開網購市場，善用網絡

世界的力量拓展自己的商業版圖與

規模。＂

阿末沙比里說，雖然網購市場

潛能無遠弗屆，但要全力推行網購

也須做好后備工作，提供完善的服

務，以讓消費者能安心在各網購平

台上交易。

“第一，是需要有更廣泛的寬

頻覆蓋，目前有70%的住家已經安

裝寬頻，政府將繼續與寬頻供應商

合作，讓更多人可以享用覆蓋率更

廣、更能負擔及更快速的寬頻。＂

“這將能刺激更多網絡商業活

動，包括電子商務。＂

他說，為了讓消費者能安心

上網購物，網絡保安也是非常重要

的，因為有一些消費者願意在網購

上提供自己信用卡的保安資料，但

有一些消費者則十分擔憂資料是否

會被泄漏與濫用。

“ 根 據 管 理 顧 問 機 構

A.T.Kearney的最新調查，大馬是

其中一個擁有最完善網絡保安法律

的東盟國家，包括電子交易、個人

隱私保護、網絡犯罪及消費人保護

等，都非常完善。＂

“第三，由於目前的科技還不

能把我們網購的杯子蛋糕或鞋子即

時送抵，因此傳統的快遞公司在網

購是否成功上，扮演非常重要的角

色。只要有周全的運輸系統，大馬

的電子商務就可以持續成長。＂

阿末沙比里以去年9月首度舉

辦的“大馬網購大促銷＂

（#MYCyberSALE）為例，表示在3日

內即創下高達6千700萬令吉網絡銷

售額，說明大馬的網絡電子商務有

着無限龐大的潛能。

他說，這項由MDeC推出，全球

首個由政府機構主導的“大馬網購

大促銷＂（#MYCyberSALE），在3日

內便吸引逾17萬9千名網絡用戶，在

各網站上購物消費，而參與這項網

購促銷活動的商家回報說，他們的

網頁在3日內創下3倍增長的瀏覽紀

錄，瀏覽人數激增至470萬人。

網購時代改變消費模式

“如此振奮人心的成績，說明

了網絡電子商務有着龐大與無限的

商機。今年，政府將舉辦更大型的

網絡大促銷活動，我們希望網絡商

家如Logon也將繼續參與這項促銷活

動，協助政府進一步打開網購的知

名度。＂

阿末沙比里說，網購時代已

然到來，它不僅改變了人們的時間

安排方式，也改變了人們的消費模

式。

“我說網購時代非常給力，是

因為現在有人通過臉書售賣家庭製

作的杯子蛋糕或餅干，可以比傳統

的店面商家或零銷業更輕易的賣出

更多商品。＂

“事實上，10家全球最大型的

網絡企業，就有7家是主打電子商

務，例如亞馬遜（Amazon）、eBay

及阿里巴巴。＂

免費註冊        沙比里讚具意義創舉

邱天雄：已加入熱購商家

“全數退還加盟費＂

3天創6700萬銷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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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末沙比里（前排右九）為Logon手
機應用程序及電子商務平台新介面主持推
介儀式後，與張曉卿（右八）及一眾嘉賓
合照，見證這個重要時刻。左一起為蕭瑞
雲、張映坤、郭清江、卜亞烈、謝叔珍、
余麗容、謝念芳、王漢義、伍俊文及黃澤
榮。右一起為彭早慧、廖深仁、陳志雲、
黃康元、吳偉勇、張啟揚及邱天雄。

大馬網購大促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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