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圳百度推广百度排名报价单    全年推广 2 万，带来 200 万订单 

大客户热线：13543267002  电话：0755-88365670  0755-88367881 www.10360.net  

关键词覆盖 关键词竞价广告-找百度 S E O 搜索引擎优化-找三把火 

www.szbaijia.cn/ 

关键词：深圳办公家具厂,

办公家具工厂,深圳办公

家具生产厂家,深圳办公

家具厂家,办公家具生产

厂家,深圳办公桌椅厂家 

7天上线，百度首页 

维护 15天。费用 5000 

每天展示不到 2小时 

维护 3年排名：费用预算 18万 

30天上线，百度首页 

维护一个月：费用 1200 

每天展示 24小时 

维护一年排名：费用 20000元 

www.xdj88.com/ 

关键词：公司转让，转让

公司，公司转让网，深圳

公司转让，买卖公司，金

融资质转让 

7天上线，百度首页 

维护 30天。费用 10000 

每天展示不到 2小时 

维护 1年排名：费用预算 12万 

30天上线，百度首页 

维护一个月：费用 1200 

每天展示 24小时 

维护一年排名：费用 24000元 

www.yjkjsz.com/ 

废气处理，深圳废气处理，

工业废气处理，环保处理

设备，深圳环保工程 

7天上线，百度首页 

维护 15天。费用 5000 

每天展示不到 2小时 

维护一年排名：费用预算 6万 

30天上线，百度首页 

维护一个月：费用 1000 

每天展示 24小时 

维护一年排名：费用 20000元 

www.szgxg.com/ 

硅胶管，大口径硅胶管，

防静电硅胶管，硅胶管厂

家 

7天上线，百度首页 

维护 15天。费用 10000 

每天展示不到 2小时 

维护一年排名：费用预算 12万 

30天上线，百度首页 

维护一个月：费用 1000 

每天展示不到 24小时 

维护一年排名：费用 20000元 

www.my-etching.com/ 

蚀刻,金属蚀刻,蚀刻加

工,不锈钢蚀刻,金属蚀刻

加工 

7天上线，百度首页 

维护 15天。费用 10000 

每天展示不到 2小时 

维护一年排名：费用预算 12万 

30天上线，百度首页 

维护一个月：费用 1000 

每天展示不到 24小时 

维护一年排名：费用 24000元 

www.10360.net/ 

关键词：深圳网站设计公

司，深圳网站设计 

深圳网站建设 

7天上线，百度首页 

维护 15天。费用 5000 

每天展示不到 2小时 

维护一年排名：费用预算 6万 

30天上线，百度首页 

维护一个月：费用 1200 

每天展示 24小时 

维护一年排名：费用 2000元 

优点 

付费即可展示 

可清楚控制每日消费金额 

灵活可随时更新关键字 

按出价高低展示 

排名稳定，持续效果 

成本较竞价低 

建立企业品牌 

相关辅助关键字得到排名提升 

排名稳定性较好 

缺点 

容易被对手恶意点击 

点击越多消耗广告费越多 

一停止续费就无排名 

需时间才能获得良好自然排名 

关键字位置无法具体控制在某一位置（常规

在 Top10） 

 

http://www.szbaijia.cn/
http://www.xdj88.com/
http://www.yjkjsz.com/
http://www.szgxg.com/
http://www.my-etching.com/
http://www.10360.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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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效果非常好。不但是第一页，而且是第一名。 

 

多个词排名第一页，一共有 5 个词。这个需要时间长一些，老网站效果会好一些。新站不建议这样做这么

多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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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xdj88.com 最近优化案例 

 

 

http://www.xdj8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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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办公家具厂,办公家具工厂,深圳办公家具生产厂家,深圳办公家具厂家,办公家具生产厂

家,深圳哪家办公家具厂家好,深圳办公桌椅厂家 

http://www.szbaijia.cn/ 百佳家具 

 

 

http://www.szbaiji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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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套餐(升级型)：3个关键词排名百度首页 3 年服务，优惠价 28000 元。  

关键词：3个 

排名：百度首页 

服务：3年，其中 1-2个月建站时间和优化。排名首页后持续服务 3年 

费用：28000元。 

NO 服务项目 服务时间 优惠价 

A2 套餐(普及型) 5 个关键词排名百度首页 1 年服务 
原价 24000元 

优惠价 20000 元 

A2 套餐(升级型) 5 个关键词排名百度首页 3 年服务 
原价 72000元 

优惠价 50000 元 

 

说明 1，为保证永久长期合作，我们公司不承诺所有关键词都能推广和接收，我们只做市场

10%-15%的推广业务，贵公司必须提供工商登记的营业执照和法人证件，合法产品推广，并且，

提交的关键词，必须经我们公司审核后才能合作。 

说明 2，为方便推广网站，我们公司提供优化网站服务代码，方便收录，快速建站，不收建

站费用。特殊情况例外。 

说明 3，新网站第一次推广，不建议做过多关键词，要分批有步骤的推广。最快 1个月见效。

坐等客户上门。 

 

深圳市三把火科技有限公司 www.10360.net  

大客户热线：13543267002 

电话：0755-88365670   

QQ:75091326 微信同号 

地址:深圳龙华民治牛栏前大厦 16楼  

 

 

http://www.10360.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