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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背景
竞价烧钱    群发收录不好    SEO推广效果不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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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背景

改变已经发生，改变仍在继续……

“互联网+”大潮正以前所未有之势 席卷传统行业。

在融合与碰撞之间，行业重塑正在进行......

传统方式获得订单的机会被严重压缩…

利用互联网获得企业曝光机会，才是正确做法。

  互联网+  时代，谁先转型谁获胜!

嘉创网络
中小企业建站及推广专家



搜索竞价成本日益增高；

行业竞争日益激烈；

行业利润日益减少；

搜索优化价值极高，但位置有限。

项目背景

  面对网络推广难题，到底该如何解决
？

嘉创网络
中小企业建站及推广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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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ject  introduction



什么是万词霸屏
？万词霸屏是一款关键词快速排名霸屏推广软件，通过大数

据分析筛选海量关键词，智能进行信息批量发布，3-7天可

达上1000-10000关键词排名首页，无需人工操作的自动

化SEO软件！东莞嘉创网络多年来致力于搜索排名优化研

究，为中小企业提供可解决性的搜索排名服务。我们的目

标：让传统中小企业能够以最低成本，最简方式轻松转型

互联网！我们的愿景：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我们的使

命：为推广中小企业发展而存在！

延迟符



项目优势 嘉创网络
中小企业建站及推广专家

上词速度快
一般3-7天即可上词1000-10000排名首页

AI智能分发

       上词量多
我们最低保证每天最低1000个关键词在首
页展示，不限制关键词数量，我们很多客
户都是100000以上关键词排名首页。

官网镜像优化，无被封风险

八大
优势

模板网站或者客户镜像网站展示，防止
被搜索引擎k。

解放双手，电脑自动匹配关键词
AI智能分发，AI智能优化，方便快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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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优势 嘉创网络
中小企业建站及推广专家

自然排名，点击不扣费
不同于竞价排名，节省客户营销费用70%以上

多终端覆盖，全网推广   

高权重新闻平台合作
200多家资源媒体平台合作，保证上词。

信誉保证，无排名不收费

八大
优势

签订正式合作协议，15天内关键词上词
低于1000，全额退款。无后顾之忧！AI搜索排名覆盖百度、360搜索、搜狗搜索、

GOOGLE、YAHOO、必应6大搜索引擎。
包括电脑端和手机端，全网推广不留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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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优势1 嘉创网络
中小企业建站及推广专家

上词速度快，一般3-7天即可
上词速度快，3-7天上首页

根据百度自然优化的规则，关键词收录非常缓慢
嘉创网络霸屏推广，利用大数据分析目标客户的搜索词，
结合霸屏系统背后的200多家资源媒体平台
可在3-7天内快速将关键词排上首页



项目优势2 嘉创网络
中小企业建站及推广专家

上词量多，可达100000+

嘉创网络霸屏系统，不限制关键词数
量。
有些企业会认为不需要那么多关键词，十几
个就够了。但是在搜索中，需求1种产品，
不同人搜索不同词语，同一产品有N种搜索
词，总会有人搜索。

所以广撒网，才能提升N倍曝光机会，让更
多 客户找到你。



项目优势3 嘉创网络
中小企业建站及推广专家

AI智能分发，无需人工操作

解放双手，不用自己编辑和推广
客户提供核心关键词
系统智能匹配相关关键词
AI智能分发，AI智能优化，方便快捷



项目优势4 嘉创网络
中小企业建站及推广专家

官网镜像优化，无被封风险

一般情况下，一个网站瞬间大量上
词都会触发搜索引擎限制机制。

嘉创万词霸屏，通过模板网站/镜像
网站做排名，和客户官网没有直接联系。
不会导致被k的情况发生。



项目优势5 嘉创网络
中小企业建站及推广专家

SEO自然排名，点击不扣费
不同于竞价排名，节省客户营销费用70%以上

SEM付费推广

1.提升排名速度快
2.稳定性差
3.成本高，持续消耗，大量
烧钱
4.排名位置好
5.点击收费，担心恶意点击

霸屏SEO优化

1.提升排名速度较快（高权
重平台推送）
2.稳定性强
3.成本底，适合中小企业
4.首页排名不收费
5.点击不收费



项目优势6 嘉创网络
中小企业建站及推广专家

超过200多家资源媒体平台合作，保证上词



项目优势7 嘉创网络
中小企业建站及推广专家

全网推广，多终端覆盖，PC端+手机端   



项目优势8 嘉创网络
中小企业建站及推广专家

15天内关键词上词低于1000
达不到效果不收费，全额退款

嘉创网络以诚信为本，请放心购买！



项目对比 嘉创网络
中小企业建站及推广专家

对比项目 传统SEO公司 B2B群发/信息推广平台 嘉创万词霸屏

首页上词数量 30个以内 受到发布平台限制，
数量参差不齐！ 可超过10000个

首页上词周期 1-3个月 1-2个月 3-7天即可上首页

技术方式 发外链、文章更新等传统方式 企业人工发布信息 SAAS模式云计算+大数据分析+
AI人工智能海量分发

关键词提交 一个词一个词优化，费时费力 人工优化，费时费力 电脑自动组合关键词，自动分发，省
时省力

体验度 没有监控统计后台，
无法掌握所有关键词排名状态

需要企业手动维护和推广，
消耗人力和财力 有统计报表及时查看排名情况

推广对象 官网 官网 精美模板站/镜像站
不影响官网排名

费用 每词100-500元/月 推广产品费+编辑工资：4-8万
元/年

一年仅需一个推广人员月基本工资
最新优惠价仅3800元/年



展示方式 嘉创网络
中小企业建站及推广专家

模板网站展示方式
（可加官网链接）



展示方式 嘉创网络
中小企业建站及推广专家

官网展示方式显示
（复制镜像了客户官网首页）



案例展示
已有众多企业通过该项目，销售业绩暴涨，你还在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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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展示 嘉创网络
中小企业建站及推广专家



案例展示 嘉创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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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展示 嘉创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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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展示 嘉创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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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展示 嘉创网络
中小企业建站及推广专家

部部分分展展示示案案例例：：
http://baobiao.qipaiming.cn/show/K4Q8.htmlhttp://baobiao.qipaiming.cn/show/K4Q8.html
http://baobiao.qipaiming.cn/show/pQro.htmlhttp://baobiao.qipaiming.cn/show/pQro.html
http://baobiao.qipaiming.cn/show/ahPC.htmlhttp://baobiao.qipaiming.cn/show/ahPC.html
http://baobiao.qipaiming.cn/show/xYgr.htmlhttp://baobiao.qipaiming.cn/show/xYgr.html
http://baobiao.qipaiming.cn/show/d4hrfw.htmlhttp://baobiao.qipaiming.cn/show/d4hrfw.html
http://baobiao.qipaiming.cn/show/LECiH6.htmlhttp://baobiao.qipaiming.cn/show/LECiH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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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ce list



套餐价格 嘉创网络
中小企业建站及推广专家

套餐 1年 说明

模板网站 原价：8000元
现价：3800元

3-7天上百度首页
每天最低保证1000词在百度首页
时间越久，展示关键词越多
自由选择展示效果

 
 客户提供关键词，我们围绕关键词做相关词排名。
 由于本霸屏软件是电脑自动组合相关关键词，非人工控制，所以客户不能具体指定关键词。
 模板网站：是我们给的几个模板制作的平台网站，与客户官网没关系，不存在被k风险。

郑重承诺：达不到效果不收费，请放心购买！



合作流程
规范化，签订正式合作协议，保障各方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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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流程 嘉创网络
中小企业建站及推广专家

合作客户提供产品词或本行
业关键词。

1.提供关键词

添加
关键词

客户
确认

分析
关键词

操作
上词

2.分析关键词

我方客服根据客户提供的关
键词，分析匹配相关长尾
词。

4.操作上词

我方开始操作上词，按照约
定时间提供效果报表。

客户确认关键词并提供官网
（相关信息）

3.客户确认



给自己一个选择的机会，万一大赚了呢？

一年3800元
每天1000-10000个关键词展示在百度首页，坐等客户上门。

互联网时代用对、用好互联网工具，势必事半功倍。

改变观念，价值绝对大于三个普通业务员！

嘉创网络
中小企业建及推广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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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CT  US



联系方式

总机：0769-81007865
联系人：强先生 18938176917 （微信同号）
联系人：张小姐 18028289760 （微信同号）
邮箱：jonson@dgjcwl.com；daisy@dgjcwl.com
官网：www.dgjcwl.com    www.dgjcwl.cn
微博：@东莞嘉创网络    
QQ：9184598、1517250693
网络营销论坛：www.mywlyx.cn微信公众号

东莞市嘉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嘉创网络
中小企业建站及推广专家

https://www.dgjcwl.com/
http://www.dgjcwl.cn/
https://weibo.com/dgjcwl
https://weibo.com/dgjcwl
https://weibo.com/dgjcwl
https://weibo.com/dgjcwl
https://weibo.com/dgjcwl
https://weibo.com/dgjcwl
https://weibo.com/dgjcwl
http://www.mywlyx.cn/


抢占先机，快快行动！

感谢您的聆听！

嘉创网络
中小企业建站及推广专家

——东莞市嘉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