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隽永东方—技术驱动型全网品牌数字营销创导者

隽永东方经过十年的发展， 已逐步形成以无锡总公司为核心技术研发基地

， 厦门分公司为闽南数字营销体验中心，杭州为华东地区数字营销体验中心，

后续 将继续成立深圳等地数字营销体验中心，力争在未来 5 年内先后实现中国

长三

角，珠三角以及八闽大地的数字营销服务全覆盖，成功定位了全球范围内 East

Digi Marketing 为品牌词的 Digital Marketing 的全球高端营销品牌，彰显

了 数字营销品牌的东方实力。

隽永东方独立站专业服务内容

跨境电商行业竞争对手数据分析

B2B(WordPress)/B2C(Shopify)网站建设

B2B/B2C 网站 SEO 优化，广告系列建设

跨境社媒代运营，社媒广告账户

、



一 数据分析

隽永东方利用自身的 SEO 大数据分析系统，网站监控系统，网站诊断及分析系

统，用户行为分析系统等。 根据企业提供的行业竞争对手资料，行业产品等情况

数据，可以免费诊断您的网站及产品搜索量，制定专属的海外营销计划。 隽永东

方与 Shopify，Google，Paypal，Zoho 等均有合作关系，同时与支付公司，

物流企业均有战略性合作，能够给您提供专业的一站式跨境服务。



二、 一站式服务智能建站

1、 独立站优势

2、 独立站流量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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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站拥有自主权，能够掌握客户实时信

息，累计客户资源

资金回笼时效快。独立站资金循环周期短。
以 Paypal 支付为例，Paypal 支付可以实
现第二天提现。

通道手续费低，独立站交易费+通道费<8%

独立站可以实现前期产品直发，省去了海
外仓储的费用。

搜索引擎
流量

社交平台
流量

广告流量 品牌流量

3、 Shopify 优势

功能完善 无需定期
升级系统

操作简便
搜索引擎和
社交平台轻

松对接



4、 Shopify 月租费用

月销售额<5000 USD 选择
该套餐

月销售额大于 5000，小

于 44000 USD，选择该套

餐

月销售额大于 44000
USD，选择该套餐

5、 隽永东方 Shopify 建站套餐





6、 WordPress B2B 网站优势

后台使用

简单

利于 SEO

优化

安全性高 可响应移
动设备

除服务器
费用外，无
其他收费

7、 隽永东方 WordPress 建站套餐





三、 网站运营
隽永东方提供的谷歌 SEO 服务为整站优化类型，包括站内优化及站外优化两个部分。纯白帽

操作手法，无任何风险。和过去相比，现今谷歌更加注重网站本身的质量，是否能给予搜索

用户有价值的信息，是否能提供良好的用户体验是网站能否有良好排名的重点。用户觉得好

用，才是真的好，才能获得谷歌的青睐

1、 隽永东方专业运营团队，为您提供有效的 SEO 服务

2、 SEO 如何工作



同行网站分析

了解竞争对手的网站布局和
营销模式，为网站优化方向助
力。 了解竞争对手的网站布局

LORE
M

TDK 布局

根据网站内容，修改整
站网页 TDK

关键词分析与选择

通过 SEO 优化专业工

具选择相关行业关键

02

确定关键词布局

根据选择的关键词确定
具体关键词优化页面，并

对整站核心页面进行
SEO 调整

3、 具体工作内容

1.网站诊断分析
从网站速度、 用户体验、 网站关键词布局的合理性等方面全方位对已有网站进行诊

断分析。

2.网站数据分析
全局把握消费者市场，客户浏览页面监测等，跟踪跳出率，网站停留时间，让跟踪

更有目的性，提升成交率。

3.产品市场及搜索习

惯分析
分析竞品，并进行数据剖析，了解用户产品所在市场及文化，研究用户搜索习惯。

4.网站核心产品研究
结合产品所在的市场、 文化及用户搜索习惯的分析，研究核心产品，拓展核心产品

关键词，网站全局布词。

5.网站用户体验策划
以提升用户体验和网站说服力为目的， 合理策划符合网站推广和营销的内容及排版

框架。

6.关键词研究 谷歌关键词排名监测，收录监测，完善的关键词推荐功能。

7.网站内容优化
对整站内容进行优化，例如内容的分类、 丰富性、 原创性，信息的更新频率、 编写

方式，相关产品推荐等

8.网站图片优化 对全站图片进行 ALT 标签设置，有助于搜索引擎蜘蛛对网站图片内容的抓取和收录。

9.网站标签优化 TKD 标签优化，确保每个页面的唯一性； Heading 标签优化; TAG 标签优化。

06 月度数据分析报告
对每月的工作进行月度
总结，并根据效果进行下
月工作计划

优化核心页面和产品详情页
面，提升页面权重

和营销模式 为网站优化方向

内容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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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GA 数据追踪
为网站每个页面添加网站跟踪代码，对移动端、 pc 端、 不同浏览器、 不同的语言设

置等进行数据追踪。

11.其他优化
404 自定义页面设置、 301 重定向、 面包屑导航设置、 robots、 sitemap 提交、 搜

索引擎收录。

12.数据流量监测 流量数据监测； 来源地区、 来源站点监测，监控每个国家的访客。

13.网站运营指导 全程进行网站运营指导， 根据数据报告分析，优化和调整网站策略方向。

14.月度运营报告 专业的网站运营月度报告，以及全年度报告。

15.竞争对手数据监测 实施监测竞争对手关键词排名情况，SNS 数据情况，并对网站运营进行指导

站外 SEO 优化内容

黄页外链——黄页网站会收录各类公司信息，方便本地用户查找所需服务。 黄页外链

能够让网站更好地获取谷歌信任，是一种比较有用的外链形式，尤其是对于本土优化十

分有利。

数据外链——数据外链是网站分析平台对于网站解析获得的数据，包括网站标题，历

史，流量等等信息。 这个外链就是网站本身的网址，带来反链的同时，还可提高网站受

信任度。

目录外链—— 目录外链是最基本的外链形式，也是非常不错的外链之一。把网站提交

到高质量的目录里，正确地对网站内容就行归类，能大大提高网站相关度，提升网站外

在表现。

文章外链——文章外链也可叫做软文外链，此类外链一般使用文章中的锚文本作为链

接，由于相关性很高，是最有效的外链形式之一。 文章如果被转载，可为网站带来更多

的外链。

图片外链——图片外链是非常不错的外链之一，在权重高的图片分享平台上，图片可



以快速传播或被收藏。 可显示在多个页面上，一个图片在后期往往能带来数量众多的同

站外链。

新闻外链——新闻外链和文章外链，博客外链类似，属于文中的链接，具有转载特性。

新闻稿在搜索引擎看来通常都是很新鲜的内容，所以收录一般都比较快，能尽快获得有

效外链。

视频外链——所有搜索引擎对于多媒体传播都是十分看重的，良好的宣传视频不但能

大大提升公司形象，提升网站知名度。 视频信息中带着的网站链接更是十分棒的外链形

式之一。

博客外链——搜索引擎对于高权重博客里的博文一直是十分青睐的，在这样的博客里

发布带有网站反链的博文可以为网站带来非常不错的外链。 外链形式一般为锚文本或纯

文本链接。

广告外链——在流量高的广告平台上发布带有公司和产品信息的广告，不但可以获得

一个不错的外链，还可能直接引入一定的流量。 由于含有公司产品信息，所以相关性也

比较高。

简介外链——简介外链，顾名思义就是用户信息里带着的链接，这类链接和网站相关

性较差，仅为丰富外链来源之用。 而且，需选用在权重较高的大品牌官网或论坛上来做。

评论外链——评论外链是在具有评论留言功能的网页中，通过发表评论带上的链接。

链接质量偏低，评论区也容易变成垃圾链接聚集区，所以不宜做太多，只选择在精品网

站做留言，保障性高。

B2B 外链——选择高流量的 B2B 平台发布公司产品信息，获得的外链为公司信息里显



示公司网址。 除此之外，很多国外客户会直接使用这些平台搜索供应商，可以提高公司

知名度。

书签外链——书签可以反映一个网站的流行程度，流行度越高，谷歌赋予网站的关注

度就越高。 不但如此，用户收藏的书签本身就是网站的网址，对于网站来说是比较有用

的外链。

社交信号——社交平台能最大程度反映网站流行度，而且在谷歌公开消息里已经提及

社交媒体信号在网站排名中的影响力不容忽视。社会化信号建设要定位在主流社交平台

如 Facebook 等。

4、 套餐：



四、 社媒运营

借助 Social 广告，您可以面向更有可能对您的商品或服务感兴趣的受众推广业务。 在

社交平台投放广告时，需要选择一组用户作为广告的对象，他们都可能看见您的广告。 这些

用户即为您的广告受众。



1、 Google

（1） 开户需提供

公司名称

（2） 广告形式

推广网址
指定市场

时区



2、 Facebook

（1） 开户注意事项

1
1
2
3

2
3
4 APP ID APP APP
5
6
1 Contact us
2 Privacy Policy
3
4
5
6

7



（2） 基本信息

广告账户和公共主页： 需要在 Business Manager 中分配权限给用户

像素： 在 BM 创建，绑定到网站

公共主页

开通商户公共主页，设置商户基本信息

运营： 每天 3-4 篇 post 发帖，回复客户评论

绑定 INS 商户主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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