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没实 认证不可以登入充值

以 方法未 认证依然可以使用

step 1 - 可以使用合并代付，并把代付写     

A 账户  60-167871998 (WONG****HUN )    或则  B 账户   supportmii2u@163.com 范****

请参考60秒的代付链接       

记得在 备注你是申请本站的那个好 账  以 的A或B

Step 2 - 可以和 家索 付款支付宝账 邮箱和 字， 站能够直接为您付款给指定的 家

请参考支付宝转账

Step 3 - 可以使用淘宝账密登入， 客服将登录您的账 为您付款，可是会被要求手机验证，

顾客必须提供手机电话 码，并 确保充值的时候在线，

因为登录的时候支付宝系统可能需要手机验证码认证身份 或则扫二维码识别身份

Step 4 - 微信红包转账   方式便捷因为每个商家都有开通微信服 ，跟商家索 即可

最常出现的字眼是  为保资金安 ，请添 银行卡 实身份并支付 ，

要用微信红包的客户请记得先绑卡喔，只有大 银行卡才可以绑定

step 5 - 中国各大银行转账    可向商家索取，银行转账一律免手续费

有其他支付例如 凡客，JD 京东 ， Amazon ，当当 本站都可以为你代付 ！



已经通过实 认证

登入充值 即充值 ：

我们通过登入您的支付宝帐户，使用 们的大 银行卡给您充值 即充值 。

登入充值所花费的时间为10-30分钟

◎注意： 种方式每 限是49999元人民币。

※以 的金额限制仅限于未实 认证的支付宝帐户

  实 认证 金额可以不 限制，无限畅用。

代充值手续费怎么算？

本站所 显示的代付代充 能一律不收费  支付宝转账排除在外

支付宝转账收费如

 5000元以内元收取rm3.50

10000元以内收取rm6.00

15000元以内收取rm10.00

15000元以 收取 rm15

家退款 的金额可以退 人民币吗？

可以

直接转换   荷包 CNY 喔



如何向 MII2U 取回 笔款项

1、打开www.mii2u.com.my ，点击 的荷包，选择荷包储值 载退款截  

  马币荷包 —— 人民币荷包 —— 任选一

温馨提示 ： 记得 退款 一定要 载在本站的 系统



何为淘宝退款 ？

登入淘宝 ---选已买到的宝贝---查看宝贝退款----点击---即可索取



什么是MII2U 预储 荷包 ？

《Mii2u预存荷包》是本站提供給会员们预存在本站的预存金额称呼，简称 荷包 。

荷包是本站 属的一中站 收付款方式，通用於本站 所有可以申请的业 。

➤荷包 是什么？

问：荷包是什么？

答：荷包是本站的预储金额称呼 

荷包只能用来申请淘宝代付/天猫代付/阿里巴巴代付和支付宝/微信红包/ 汇款中 各大银行储值 。

问：荷包的汇率怎么算？

答 ：MYR 荷包    1 = MYR 1 ，所以在本站内并 不存在 汇率问题，

都是在你申请好 之 才依当天汇率 算，往 会开放直通车服 付集运费用

RMB荷包 1=1.6 xx 元人民币，所以RMB 荷包在本站内 存在 汇率问题

问：从哪里储值荷包？

答：首页 中间的 我的荷包 ^^

问：用荷包会要手续费吗？

Ａ：不用喲！只 银行会跟您收跨行转帳手续费

选择以荷包付款跟选择使用ATM转帐一 ，本站完 不收手续费！

问：储值荷包有最 或最高限制吗？

答：完全没 ！

问：储值荷包安 吗会不会被盗用？

答：每次使用荷包时一定要用支付密码之 才能付款，

所以除了您之外无论是谁登入都没有 法动用您的钱，

问： 用不完的荷包可以领回来吗？

答：不行储值的荷包都已是准备对汇 人民币的，！

没 法再汇回马币，所以请评估 再决定预储金额喔！

问：荷包有存放期限吗？

答：没  ，可以任何时候都可以使用^^！



我的荷包

◎代付余额如何使用 操作？

本篇以直接申请代付服 时先储入荷包为范例。

代付余额储值亦能在用户中心右侧找到相应选项。

结帐时会显示代付余额付款的选项。

该选项可能会显示余额不足，马 储值荷包。



经过客服审 ，会把 笔款项按照当天的兑换率存到荷包余额里！



如何使用MII2U 预储 荷包 申请业 ？

➤MII2U 荷包 是什么？

问：荷包是什么？

答：荷包是本站的预储金额称呼 

荷包只能用来申请淘宝代付/天猫代付/阿里巴巴代付和支付宝/微信红包/ 汇款中 各大银行储值 。

温馨提示 ： 如果申请业 时 荷包余额不够 ，可是先去我的荷包CNY / MYR 哪里预存荷包余额，

          然后再从新选择业 哦！



为何使用帐户余额

使用帐户余额进行充值付款，可以 速整个充值流程。

一般的转帐充值方式，工作人员需要为每项交易进行收款验证，包括 对银行交易记录以 交易 ，

些都是需要额外时间的程序。使用帐户余额付款，省略了 个耗时的程序，

工作人员可以直接进行充值操作。

Step 1.按照申请代付服 的方式申请代付服

STEP2  请 中栏 填写您想要充值的人民币金额。

如果充值超过10000人民币 自动提 充值汇率优惠



STEP3接 请选择两张淘宝购物  已买到的宝贝  截 证明充值是要为了付费 个宝贝

STEP4 接 请选择付款方式 ，并勾选 已阅读并 意，

 选着账户余额 是给储值入荷包的客户使用

最后点选[ 一 ] ----- 提交

提交完毕 就会直接从余额扣款并尽速为您完 交易。



◎汇率是整天 一个吗？

是的，当日汇率从中 12:30公告后整天都是一 的。

但每天汇率会因为 汇率而有涨跌，不可能每天都是相 的。

超过一万马币以 的会自动调整至优惠汇率喔 .

我暂时不买了， 要退款

答：由于账目和税 问题，本站不做退款服 哦，请您考虑好需要本站服 才 ，

         否则未认证账户/ 代付退款一律只能存进荷包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