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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地址
3120 SCOTT BLVD
SANTA CLARA, CA 95054

邮箱
INFO@USABOLUO.COM

网站
WWW.ABOLUOWORLD.COM

“
阿波罗使您海外生活: 

更简单，更温暖，更精彩
                                                        
                                                       ”

CHUANSU LI

阿波罗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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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定位
目前阿波罗主要业务:依托微信平台和自建网站、APP，打
造本地化社群，永久免费服务华人。

借助推广体系，服务海外商家。微信朋友圈、公众号和小
程序、网站推广具备宣传对象更精确、广告形式更多样、
宣传效果更直观、推广成本更实惠等优点，阿波罗严格
筛选商家企业，将各种服务内容的优质商家推送到华人
的眼前，让大家省心省时省力解决生活需求，更让各种商
家在无形之中成为华人心中首选。

关于阿波罗

公司介绍
阿波罗自2016年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为全球海外华人
搭建乐享海外生活平台，希望通过阿波罗的努力，不仅能
消除华人在异国他乡现实生活的无助感、陌生感，更能消
解大家内心的孤独感和漂泊感，团结海外华人，打造一个
手指上的中国城。目前，我们的服务已覆盖美加日韩澳等
13个国家，覆盖用户达100万。阿波罗还在努力孕育更多
服务站点，力求做到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阿波罗。

凭借雄厚实力，创造多样服务。阿波罗公司拥有健全内部
管理和运营机制，并且增添了网站开发、品牌设计、社群
运营、文案撰写与推广等等的服务。各部门员工业务精
湛，经验丰富，累计服务商家达2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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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时间轴

10/2015 服务小站 ------ 第一个正式在旧金山上线 

01/2016 公司正式注册 ------ 于美国纽约

08/2016 服务小站 ------ 覆盖美国西部城市

12/2016 服务小站 ------ 正式登陆加拿大

05/2017 服务小站 ------ 覆盖美国的主要华人城市

07/2017 公司正式注册 ------ 成立于中国

08/2017 公司正式注册 ------ 成立于加拿大温哥华 

12/2017 服务小站 ------ 覆盖加拿大的主要华人城市 

01/2018 公司正式注册 ------ 成立于美国加州 

02/2018 用户数突破100万，商家突破15000+ 

04/2018 服务小站 ------ 正式登陆日本

06/2018 服务小站 ------ 正式登陆马来西亚

10/2018 矩阵型产品 ------ 小程序上线运营

11/2018 服务小站 ------ 正式登陆菲律宾

04/2019 服务小站 ------ 正式登陆德国和西班牙 

06/2019 服务小站 ------ 正式登陆法国，泰国，新西兰和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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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阿波罗
社群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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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波罗表情包2019年9月上线
在微信搜索 「啊菠萝」 便可下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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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波罗的合作商家目前已经超过2万家，其中与
不少著名品牌建立了深度长期的合作。如:State 
Farm, Comcast, Cricket, ITalkBB 等等。

我们认真聆听每一位商家的需求，处理好每一
个细节，力求出来的广告达到最好的效果。

我们做好每一位商家的追访反馈总结工作，他们
每一次的宝贵意见，都使我们不断完善自己的推
广体系。

关于阿波罗
合作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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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阿波罗
线下活动概括

06/17/2018 ------ 阿波罗在西雅图举行第一次线下粉丝见面会

参加人数:100+

08/19/2018 ------ 阿波罗在湾区举行首次大型线下粉丝见面会

参加人数:300+

11/03/2018 ------ 阿波罗参与卡尔加里华人社区服务中心 
(cccsa) 成立40 周年庆祝活动，并在活动上宣布阿波罗为其长
期媒体合作伙伴。 

参加人数: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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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波罗在西雅图和旧金山湾区
的粉丝见面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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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查看
小站独立用户数据

关于阿波罗
美国用户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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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查看
小站独立用户数据

关于阿波罗
加拿大用户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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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波罗的产品
业务推广

商家和阿波罗的推广合作流程

1. 确定商家的广告类型是否符合公司允许合作的范畴
2. 商家选择合适的推广平台和模式
3. 商家确定推广内容，图片，时间
4. 完成付款
5. 广告开始
6. 合作中的回访
7. 合作中站主的增值服务: 例如推荐相关需求的客户
8. 合作中的更换文案和图片
9. 合作到期的温馨提醒
10. 根据推广的效果，继续做下一期的广告投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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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站朋友圈

小程序/便民网站

公众平台

Google Ads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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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推广
小站朋友圈

【外层广告】
外层广告直接呈现在朋友圈信息流的广告内
容，包括 文字和图片两部分。

【外层文案】
建议150个字内，不超过8行。参考风格“引爆
点” “易阅读”“易理解”，极度避讳冗长。

【外层图片】
呈现形式和个人发布的朋友圈照片一样， 数
量被限制在1张、3张、4张和6张，满足强迫症
用户 的需求，也避免出现一堆9图霸屏广告。

服务优势

- 覆盖海外16个国家
- 过100万活跃微信粉丝
- 超过4年高效本地化信息平台运营经验
- 2万家优质靠谱的合作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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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推广
小程序/便民网站

阿波罗便民服务小程序背靠微信，具有海量流量。在小程序里用户可以自主发布
和浏览便民服务信息，真正实现24小时在线服务！

此外，社区板块里紧贴生活的十大热门话题，发帖看帖热闹非凡！小程序入口便
捷，全球小站同步定期宣传，用户扫码即可体验。

广告发布形式与便民服务网站同款并且会同步展示，商家可以通过精准的地理
位置，选择相应的城市进行推广，广告可一键转发，实现广告裂变！用户使用粘性
高，扫一扫或搜一搜即可打开应用，方便又快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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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推广
小程序/便民网站

阿波罗便民服务网站目前有多个引
流渠道，微信公众号菜单页及文章底
部原文链接，具有多平台链接的超高
曝光率。

网站有多种广告形式可供选择：
【首页轮播海报】
全国所有用户打开小程序或便民网
站，即可看到首页轮播海报。

【置顶广告】
全城用户可见，便民信息板块广告排
位第一。

【智能广告】
全城用户可见，用户查看便民信息，
广告随机出现。

内容展示详细丰富，承载信息量大，
纵深度、交互性强。不受时空限制，
传播范围极其广泛，用户定位精准，
群体消费力度高，最大程度上满足商
家的推广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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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推广
公众平台

阿波罗新媒体是阿波罗主要的内容生产者，负责阿波罗微信公众平台的运营（@
阿波罗领地）以及小程序的内容更新，新媒体部门运营人员具有极强的编辑文字
能力、组织策划能力、精准执行力以及数据分析能力，为阿波罗的商业合作伙伴
完成高质量的独家定制推广文章。

阿波罗的微信公众号依托于微
信公众平台，立足于北美，粉丝
群体主要为生活在北美地区（辐
射全球）的海外华人群体。

有良好的用户基础，精准的用
户群体，以及高黏度的粉丝活
跃度，形成了有效的用户转化平
台。阿波罗公众平台在全球小站
的推广下强力借势，是商业合作
最好的平台与伙伴。行销推广文
章由阿波罗编辑在深度了解商
家需求后撰写，编辑人员均有超
过5年以上的全媒体从业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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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推广
Google Ads代理

GOOGLE ADS 是以搜索引擎为
运营方式，用户在浏览器搜索关
键字获得匹配的结果。广告客户
还可以为自己的广告选择具体目
标，例如增加来电次数，提高网
站销售或注册量，吸引更多用户
观光您的实体店。

服务内容
1.  明确你的宣传目的

2.  制定宣传地区及范围

3.  根据您的产品给出设定关键词建议

4.  整理广告标题和素材

5.  技术操作

6.  点击效果反馈，提供建议和调整

22



网站开发
网站类型

展示企业文化，用户通过
网站信息了解服务

常见页面：
首页，服务，产品，关于我们，联系...

常见功能：
联系表格，预约表格

信息型

用户在网站里购买心仪物
品并完成网上付款

常见页面：
首页，产品，邮费，退款政策，使用条
例，购物车，付款，关于我们，联系...

常见功能：
购物车，付款，包裹追踪...

购物型

网站功能需要根据需求定
制，用户登录使用功能来
处理事务

常见页面：
首页，功能名称，使用方法，使用条
例，退款政策，关于我们，联系...

功能定制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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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开发
服务介绍

网站开发流程

框架策划 
> 
风格设计 
> 
功能开发
> 
内容添置 
> 
配置 
> 
上线
> 
网站维护

扫描查看
网站维护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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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开发案例

www.aboluoweek.com 
www.lireflexology.com 
www.miyukobeauty.com 
www.mofantaichiacademy.com 
www.uscgea.org 
www.aboluochinese.com 
www.numeaesthetics.com

技术开发服务介绍

阿波罗技术部提供网站制作和维护, UI 设计，Google ads. 十年web软件开发经
验，精通Python,Java,WordPress 等web开发技术，善于Social Media Ads及
SEO以提升您的品牌价值。

为什么选择我们

1.从策划到后期项目运营，我们的开发过程完全向客户透明，方便客户随时控制
项目风险。客户全程参与项目，实时沟通，监督项目质量，监控项目进度。 

2.所有项目均支持源码级交付，方便客户后续技术迭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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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优势

- 一对一服务，充分沟通
- 细心的制作流程, 专业建议
- 参与过10个领域以上的平面设计 
- 拥有5年以上的网页设计经验

品牌设计
服务介绍

为什么选择我们
品牌设计不仅仅是视觉上的享受，设计师长远的眼光，令顾客无后顾之忧。无论
是个人还是商业用途，丰富的授权素材，专业的软件，都为已您准备好。

过程时间
配合顾客的工作日程，设计/制作时间可以接受加急。

设计费用
由于每个顾客的需求不同，网站设计制作，创业类型设计，视频都是属于工作量
差异较大的项目。项目报价出来之前都需要和顾客充分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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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设计
设计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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