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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搜索平台
全球最大的搜索引擎

覆盖全球 88% 的用户
占据 70% 以上的全球市场份额

每天超过 40 亿次搜索

覆盖 230 多个国家和地区
拥有 132 种国际语言

Google 展示平台
全球最大的展示广告网络

覆盖全球 90％ 的互联网客户
每月在全球 1 万亿次展示

200 多万合作伙伴

在行业网站，社区论坛，博客，
评论网站展示你的广告

YouTube
全球最大的视频网站
全球第二大搜索引擎

全球 35 亿用户
每分钟 400 小时视频上传

视频直播宣传你的产品，定位
行业视频及行业网红频道

Gmail邮箱广告
全球第一的邮件应用 

活跃用户超过 20 亿用户
邮箱生活与工作密切度高，是国

外最有效的营销方式之一

主动把你的广告投放到您的精准
客户的邮箱，转化率更高。

您将会在这些平台看到您的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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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用户在捜索与您产品时你的产品信息展示在他们面前（图片，品牌，价格，评论）

收费方式：广告免费展示，按客户点击收费.
点击费用从广告预存扣除。      

Google Shopping购物广告：



www.nuorw.com

Google展示广告：主动投放给您的目标人群

90%
覆盖全球90%的互联网客户

 1 万亿
每月在全球 1 万亿次展示

全球第一
全球NO.1展示广告网络

200 多万
200 多万合作平台

按点击收费(低至0.0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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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tube视频营销:

按点击收费(低至0.0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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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ail邮箱广告：覆盖全球20亿全球用户

按点击收费(低至0.0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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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用户来到PuMA选择了“休闲鞋”
系列-没有预订-离开网站

7

<标记 A>

2. 优化师通 Googe GA建立再营销列表，
收集访问网站到访休闲列表的这些用户。

Google记录:休闲鞋用户列表

3.当用户在搜索,新闻网站,Youtube，
Gmail,地图我们的广告再次跟踪投放。

Google ReMarketing 再营销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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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歌广告类型 产品特点 优势/劣势 点击费用

Google Shopping 主动需求客户搜索，了解产品样式点击广告，带来精准产品订单 精准需求/竞争大  $：0.1-0.8USD

Google展示广告 点击成本低，大量的展示迅速提高产品及品牌曝光，加深对新产品认知度 覆盖面广/素材要求高 $：0.01-0.03USD

Gmail 邮箱广告 现中国客户应用较少，高精准性，优秀的转化率和适中的点击成本 覆盖面广/高质量图片 $：0.04-0.14USD

Remarketing再营销广
告 针对曾经访问过网站的老客户跟踪再次投放广告,带来更多的询盘转化 精准+覆盖广/技术要求高 $：0.04-0.07USD

Youtube视频广告 超高的曝光，互动率高，新品推广和品牌营销的最好选择 精准+覆盖广/视频素材高 $：0.01-0.03USD

Google广告类型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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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告预存：预存在Google账户里的广告费用，当

广告产生点击（网站访客）时，才会扣除相应费用。

 服务管理费：帮助开户及管理谷歌竞价账户，1对1
资深广告优化师及客服专业服务，减少不必要的广

告浪费，提升订单。

 增值税费：6%增值税专用发票 代Google收取。

 服务期：会因预存广告费延长或缩短，直至广告预

存消耗完。

 通过Google Ads推广快速增加网站流量，在短时

间内测试目标市场及得到目标人群的反馈；在充分

曝光公司产品及品牌的同时，获取更多的客户咨询，

并且能够清晰地衡量和把控预算支出。

广告预存
服务管理费 

8%
增值税6% 开户费 合并

30,000USD 2,400USD 0USD 0 USD 32,400USD

续费：上升期：1000 USD/天 每月预算

续费：稳定期：300USD/天  每月预算

广告预存
服务管理费

12%
增值税6% 开户费 合并

9,000USD 1,080USD 0USD 0 USD 10,080USD

首期：测试期：200USD/天   每月预算

广告预存
服务管理费

20%
增值税6% 开户费 合并

6,000USD 1,200USD 0USD 0 USD 7,200USD

Google Ads 电商广告费用：

免费赠送：Google B2C广告投放视频教学课程：了解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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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传设置

Google B2C电商广告服务流程:

开户免费赠送：Google B2C广告投放视频教学课程：了解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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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深圳诺仁技术：

公司团队86人
十年海外营销经验，提供外贸网站建设—SEO及运营维护—
Google.Facebook广告托管运营，提供一站式海外营销服务解决方案
商。为每一个客户实现项目管理制，已实现任务分配自动化、效果监测
数据化服务。
已帮助1200家企业，实现品牌营销到海外零售全网布局，让中国出口企
业 以品牌化走向全球市场是我们永恒的目标。

深圳诺仁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是国家高新
技术企业，深圳市政府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
与重点软件企业，是中国专业的海外网络营销整
体解决方提供商。。已帮助1200家企业，实现品
牌营销到海外零售全网布局，让中国品牌走向全
球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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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ON

06
O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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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ON

05

O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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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ON

01
OPTION

02网站技术部  12名
 WEB前瑞开发，网站程
序，网站编缉，数据专
员

Facebook优化师  10员
擅长营销效果分析、市场分析、
用户行为研究和网站数据分析

设计创意部  8员 
图片美工，视频制作，
广告制作，视觉设计

SEO 工程师    6名
Google算法工程师，关键
词优化、软文及数扰分析师

Google优化部    20名 
5年以上SEM从业经验，擅
长账户优化、数据分析

项目经理  8名
6年海外营销经验，对网站，
谷歌，社交等有丰富经验

强大的技术支持团队

诺仁技术团队：网站技术部、市场运营部、素材创意部、Google优化部、Facebook运营部、培训
部

提供建站-Seo优化-Google广告-社交化运营-市场团队培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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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室深圳成立  在职员工10+ 成立Google广告团队 深圳诺仁成立50+

公司发展历程及合作伙伴

  签约大疆无人机 谷歌授权代理商

2010年9月

2015年7月2017年8月

2012年10月2012年9月

Shopify代理商

2018年9月

签约深圳市委宣传办

2019年2月

2015年

官方授权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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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oren(诺仁)是Google中国官方授权代理商资质，我们团
队一直在努力成为中国最优秀的海外整合营销服务商。

2017和2018年亚太区
谷歌最佳客户满意奖
是全球互联网营销界的国际性奖项，深圳诺仁很荣幸成为中国少
数几个拿到本大奖的公司

诺仁技术荣获国际奖项

2017年Google 广告
最佳创新奖
由谷歌全球营销总裁颁发的全球性奖项，深圳诺仁以在
展示广告，Youtebe视频广告创意获此虚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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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维码

www.nuorw.com
关注微信公众号

获取咨讯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