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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餐一： 高质量 Java 网站开发与谷歌 SEO 套餐 

1.网站 Https 安全加密 

2.自适应屏幕： 各种屏幕分辨率，各种移动终端 pad 端， 

3.开发方式： 定制设计，定制开发 

4 数聚梨谷歌响应式网站功能模块 
需求分析 描述 功能 功能描述 价格\总价 
视觉风格设计 客户需求细化、确

认； 
首页 banner 轮播 图片切换形式显示

主页主要内容，可

连接到内页；

banner 图片与文

字分离，可后台自

行编辑 

 

视觉内页设计 提供一套视觉风格

设计方案及确认； 
询盘 点击询盘按钮后弹

出客户留言表单 
 

  在线咨询 Skype 在线  
系统设计 视觉内页设计； 产品与服务 图文列表页显示所

有产品与服务 
 

  新闻发布 图文展示新闻  
  关于我们 图文展示  
  联系我们 图文展示  
  URL 链接可读 链接能够自定义  
  https 安全链接 SSL 证书的安装 首年免费第二年续

费 1000 元 
  社交分享按钮 Facebook， 谷歌+ 

youtube， 
 

  Facebook like 按

钮                                                                                  
Facebook 的 API
需要翻墙才能连接 

 

  首页 banner 图片

文字可后台编辑 
能够给网站产品图

片添加为 H1 标签

文字 

 

  SEO 全局设置：

关键词可后台设置 
后台可设置网站首

页、产品页、新闻

页的关键词，标

题，描述，并能够

添加标签 

 

后台管理  Admin 账号 Admin 为超级管理

员，能够创建删除

子管理员 

 

英文版     
国际域名注册 1 个  首年免费 第二年续费 100 元 
服务器 1 台 阿里云 ESC 云服

务器 
首年免费 第二年续费 1000

元 
技术维护费  负责 bug 的处理，

服务器的定时清理

内存和漏洞升级 

首年免费 第二年 1000 元 

SEO 套餐 3 个关键词谷歌排

名首页-前三页 
网站上线后 3 个月

排名上谷歌首页，

点击不扣费（支持

1 年时间） 

  

总价格    18000 元 
开发语言 Ja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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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餐二 

综合海外营销套餐     

搜索引擎 SEO 外链套餐 普通版 （适合中低热度

关键词） 

标准版 （适合中+热度关

键词） 

专业版 （适合高热度关

键词） 

Web2.0 Properties（Web2.0 属性 ） 30 个 50 个 50 个 

30 High PR Profile Links（30 个高 PR 配置文件链接） ✓ ✓ ✓ 

Social Media Posting Tier2 （社交媒体发布 Tier2） 30 个 100 个 150 个 

Classifieds Ads 分类广告 50 个 50 个 100 个 

Press Releases 新闻发布 10 篇 15 篇 25 篇 

Video Submissions & Creation 视频提交和创作  5 个 10 个  20 个 

EDU & GOV Backlinks （EDU 和 GOV 反向链接） 5 个 10 个 10 个 

Image Links 图像链接 5 个 
 

✓ ✓ 

DOC / PDF 链接 10 个 
 

✓ ✓ 

 Dofollow Niche Blog Comments 利基博客评论 30 个 40 个  45 个 

PR / DA Dofollow Guest Posts 50 个 100 个 200 个 

PR2+ Dofollow Blog Comments 
 

60 个  100 个 

50 个 PR4 Dofollow Blog Comments  
  

✓ 

1 URL & 5 Keywords ✓ ✓ ✓ 

Industry backlink analysis ✓ ✓ ✓ 

价格: 1200 元 2200 元 3500 元 

了解详情 Call Us: 029-89355292         咨询          咨询         咨询 

 

套餐价格 2200 元 

（推荐新网站先从标准版套餐做起） 

 



        数聚梨软件外贸响应式网站以及谷歌 SEO 套餐 

Email：info@tabpear.com  
手机： 18629029582  
座机： 029-89355292  
联系人： 王先生 
办公地址： 西安市航天产业基地神州四路航创国际广场 C 座 5 层 501   

西安数聚梨软件技术有限公司官网：www.tabpear.com.cn 

 

套餐三     海外新闻媒体推广 

250 篇英文新闻发布在全球媒体+ 美国新闻记者撰写 1 篇新闻+5 个关键词+可带外链

+可带照片（15 个工作日内发完，提供完整报告） 

 1. 由美国商业新闻写手写一篇英文推广软文发布在 250 个全球新闻媒体包括 Digital 
Journal, CBS, Fox，福布斯，路透社，雅虎财经等知名媒体。 

 2. Custom Written Press Release  美国新闻撰稿人定制撰写或者翻译新闻文章。 

 3. 250+ submissions  250 个媒体投稿发布 

 4. Top Sites like Digital Journal, CBS, Fox etc.  

 5. Full Report   完整的链接地址报告 

 6. 关键词数量会持续稳定增长，预计坚持 3 个月可以达到 5-10 个关键词出现在谷歌

首页 

 7. 向全球 90 个国家的搜素引擎提交网址链接。 

套餐价格   2500 元整  

（推荐从网站上线后第三个月开始使用该套餐。） 

 

套餐四     产品运营人员外包 

50 个产品以内的编辑上传  1000 元/月 

西安数聚梨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我们是一群由软件开发专家、创意设计专家和海外营销运营专业人才组成

的充满激情和经验的团队。我们已经为美国、澳洲、香港、上海、深圳、广州

等地国内外客户提供软件定制开发，app 应用定制开发，电商平台开发，基于

云计算的信息管理系统，嵌入式系统软硬件开发，深度机器学习、网络智能系

统的设计与开发等以及谷歌推广优化，海外营销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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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聚梨软件技术有限公司聚合国内优秀的电商平台研发团队数支、移动端

研发团队若干。我们将软件工程师团队按照项目开发经验分成若干等级，

Level1 为 3 年以上开发经验，Level2 为 5 年以上开发经验，Level3 为 10 年

以上开发经验以及 Level4 （专家级：参与科研技术 5 项以上，授权发明专利

和软件著作权 6 项以上，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10 篇以上）云计算与服务计算

团队目前有博士 4 名、硕士 7 名，硕士研究生 23 名。 

数聚梨软件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云计算与服务计算研究团队达成战略合作，

致力于为国内外客户提供基于云计算的以 SaaS 可租用模式为代表的新一代企

业信息化管理系统：包括轻量级可定制的办公自动化（OA）系统、进销存管理

系统、客户资源管理系统，物流管理系统。以上系统建立在可伸缩架构之上，

可以根据需求快速定制，是新一代信息管理系统的代表。 

嵌入式系统软硬件开发：研究开发基于 Vxworks、嵌入式 Linux、嵌入式

Windows 平台（WinCE）的嵌入式系统软硬件、协议开发，如机载设备数据加载器、

汽车电子、实时监控与报警、无线视频等领域。 

工业自动控制： 研究各种工业环境下的工业自动控制设备、自动化生产线

如加料机、组态控制软件等工业控制领域的软硬件开发。 

数聚梨致力于通过先进的国际 IT 项目管理经验，高标准的代码交付能力，

敏捷开发的团队协作，以及极佳的用户体验和富有竞争力的价格赢得国内外客

户的好评 

谷歌网站开发案例 

1. https://www.faithchina.com

2. https://chinese.faithchina.com

2. www.connectcv.com

3. https://gz-nonwoven.com

4. https://www.nbkafo.com

5. https://www.ace-
climatic.com/ 

https://www.faithchina.com/
https://chinese.faithchina.com/
http://www.connectcv.com/
https://gz-nonwoven.com/
https://www.nbkafo.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