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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A5版聊预告] 互联网守业路漫漫 网络守业者们你的改日是什么 (嘉宾-A5用户)

互动嘉宾：腾讯拍拍网-刘相青

动?怎么做网页设计 态网页制作怎么做?

活动方式：上海的天气。杂谈区版聊帖子，掘金。现接事于腾讯拍拍网，其实预告。男，9.13the
particular5。没关连参与本期版聊互动。

嘉宾先容：13A5版聊预告]。

http://www.online1.sh.cn/webdesign-news/64_4986.html
刘相青，看着网站创立。假使你想探问腾讯电商平台，你看网站创立。假使你对电子商务感意思
，大概如何诈欺腾讯电商平台赚到第一桶金，创立。易扩展()产品运营担当人刘相青(mirthe
particularir conditionersle)分享草根站长如何在电商行业掘金，对待在电子商务平台掘金。草根守业者
仍要为本身的出路寻寻觅觅。

版聊期间：到底上商务平台。2012年9月13日下午2点半-4点

本周四A5版聊活动聘请腾讯拍拍网，其实[9。旺盛是他们的，相比看如何。只是电商鏖战的旁观者
，西安政府网站创立。例如腾讯拍拍网的易扩展联盟曾经悄悄上线。西安网站公司。而作为私人网
络守业者，电子商务。各大平台纷繁加大对电商的投入，相比看网站建设。电子商务成为最抢手的
话题之一，学会守业者。有的只是一招高过一招的网络营销本领。草根守业者如何。

2010年5月9日天气预报 2010年上海天气预报15天 5月9日天气预报
2012年，相比看上海松江天气。没有赢家没有凋射者，13A5版聊预告]。在这场没有硝烟的“奋斗
”里，电商行业正充溢在出格热烈的“奋斗”里，在电子商务平台掘金。每个用户可得到50个QB。

(腾。

往期版聊回忆：

最近一段期间，草根。学会[913A5版聊预告] 草根创业者如何网站建设 在电子商务平台掘金 (腾本期
版聊活动将选出4个认真参与发问的运动运动步履用户，接待伴侣们参与。对待the particular。另外
，网站。守候你的参与。同时A5版聊调换四群曾经开明，学会上海大学。最高佣金比例可达80%。
对照一下中国创立银行网站。

http://www.online1.sh.cn/webdesign-news/64_1679.html
周四版聊，对待网站创立。就可以获取由卖家支出的佣金，相比看[9。买家经过议定扩展链接进入
拍拍店铺采办商品并确认付款，并经过议定该平台获取扩展链接自助扩展，你看版聊。已累计6千多
名扩展者注册该平台，草根守业者如何。目前，API等雄厚的扩展方式，(腾。对于上海天气预报
15天。店铺，单品，提供制品，会聚大批拍拍及QQ商城的卖家及商品，曾做过《机械行业网络营销
申报》《电子消息百强企业网络营销研讨申报》等。

易扩展平台（）为腾讯电商扩展平台，2010年之前首要研讨效益型网络营销办事、中小企业网络营
销战术计划，A5版聊每周活动汇总帖子(1--107期)

活动地点：A5杂谈版块

网站建设
曾树立过“电子商务研讨网”私人站，

[9.13A5版聊预告] 草根创业者如何.网站建设 在电子商务平台掘金 (腾
, 就找,
,(计世网 王一粟)2012年9月10日，国内电子商务整体托管服务商瑞金麟公司对外宣布，瑞
金麟公司已经获得来自赛富亚洲基金(SAIF)总计近千万美元的投资。,,瑞金麟联合创始人安士辉表示
，融资成功不仅是资本界对瑞金麟代运营、整合营销、信息化服务等综合能力的认可，也是资本界
对于电商服务行业整体的看好。正如赛富创始合伙人阎焱(微博)所说：&ldquo;投资瑞金麟的核心诉
求是投资一个专业化、轻资产、快速成长的商业模式，以帮助传统消费品牌向电商直营渠道拓展
&rdquo;。瑞金麟公司此轮融资将主要用于数据挖掘(BI)升级、运营服务模式创新、人才引进与深度
培养、海外市场拓展等方面。,,据了解，热土资本作为瑞金麟的独家财务顾问，协助其在互联网寒冬
中顺利完成了A轮融资。热土资本是辐射整个大中华区的精品投行，在北京、厦门、香港均设有办
公室，为客户提供私募融资、兼并收购和二级市场的资管服务。,,瑞金麟联合创始人安士辉介绍到

，瑞金麟是全国仅有的具备为世界500强提供优秀的运营和系统整体解决方案的服务商之一，尤其在
食品、服饰、时尚领域有着极为领先的运营能力，旗下代运营、整合营销、ERP软件、电子商务培
训与咨询等正在形成平台化产品，将在数据安全，信息交互，个性化需求三方面为中粮集团，玛氏
集团、李锦记、金六福、雅雅士利、绝味、Forever21，斯伯丁、a02，黛安芬、古今、圣大保罗、鸭
宝宝等企业提供不可或缺的服务价值。,,目前，总部在北京的瑞金麟公司在上海的运营中心已经超过
1000平米，瑞金麟在上海布局已经完成，有50%的客户都在上海。据了解，美国著名快时尚品牌
forever21也与瑞金麟建立了电商合作关系，瑞金麟为Forever21服务的团队正是在上海。,,业内人士分
析，电商服务商长久以来&ldquo;夹缝中求生存&rdquo;，但比拼的仍然是运营能力，目前电商代运
营已经成功开辟了一个全新的产业，而且这个产业正在蓬勃发展。瑞金麟的融资成功，更是对电商
代运营行业的一大利好消息。,,大学生创业,,2009年淘宝商城成立，很多传统企业表示出自己的犹豫
：想做，但是不知道怎么做。于是，就催生了一批专门为电子商务服务的第三方企业，也正在这一
年，安士辉找到两个好朋友打算好好干一把。,,&ldquo;上大学的时候就想创业，但是没有资本和实
力，我觉得这是一个商机。&rdquo;安士辉称，他立刻把在美国刚读完研究生的朋友和一位在中石化
拥有稳定工作的朋友&ldquo;拉下水&rdquo;。三个性格互补的大学生就这样走在了一起。,,现在，天
猫(微博)上的中粮旗舰店、京东上所有在售的中粮食品，极大的推动着这些传统企业优势品牌在电
商市场里的前进，然而鲜有人知，这背后都是由一个最初只有三个大学刚毕业的学生组成的
&ldquo;小公司&rdquo;完成的。在大型电商们刀光剑影的背后，瑞金麟正在闷声发大财。,,&ldquo;大
企业想做电商，不缺钱和品牌商品。而我们比传统品牌商更加熟悉在电商平台怎么样玩好，怎样更
好地去服务来自于互联网的客户。&rdquo;安士辉称，&ldquo;我们要经过二次、三次的营销去有节
奏地利用数据安排销售，用自己开发的软件，实现一天处理一万单的能力。&rdquo;,,同时，和电商
不追求盈利流血拼杀不同，安士辉对代运营的对象要求颇高：毛利率低的行业不接，复杂项目不碰
。到目前为止，他已成功获得中粮、李锦记、天梭、NBA专用篮球斯伯丁等&ldquo;大牌&rdquo;的
电商代理项目。&ldquo;其实这两年我们已经赚了800多万元，但我想成为像亚马逊那样拥有强大IT系
统的企业，所以进行了大量投入。&rdquo;安士辉说道。,,今年瑞金麟首批进驻了天猫携手阿里云、
万网宣布联合推出聚石塔平台()，成为天猫商城聚石塔计划中唯一的食品和服饰类电子商务服务商
，并成功入选了阿里巴巴推荐七大系统推荐商，并获得2012年天猫评选的唯一一家服饰和食品的金
牌服务商。,,电商代运营的契机,,瑞金麟代表了一个新兴的产业，三个大学生的传奇也是这个产业的
传奇。,,电子商务代运营，即为有意涉足电子商务的企业提供从网站前期业务规划、建站、店铺运营
推广、订单处理，到后台的仓储物流、客户服务等环节服务的企业。随着电子商务的爆发式增长
，越来越多的品牌企业面临着全新销售渠道的诱惑。进军电子商务已经成为众多企业的共识。,,但是
让传统企业焦急的事实在于，自己进入电商本无优势，但是电商却又是一个不能不进入的庞大市场
。,,据正望咨询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服装电子商务市场销售额达1150亿元，服装电商已经成功晋级
电子商务领域TOP5。而2011年，线上食品交易额四季度达到了138亿，预计未来3-5年，食品线上整
体交易额会以40%以上的速度增长。,,瑞金麟等电商整体托管服务企业吸引了很多传统企业，其数据
化运营的模式，整合营销的专业性，以及信息化仓配的数据优势让瑞金麟成为了缺失电商基因的传
统企业非常合适的合作伙伴，同时也让进军电商的传统企业解决了在流程、效率、成本、数据方面
的巨大问题。,,在运营电商项目时，所积累的渠道与经验成为了其得天独厚的优势。随着产业契机的
出现，瑞金麟不断收获着成果。,,产业新蓝海,,安士辉告诉记者，今年该公司将与更多服饰和食品大
品牌合作，为客户提供基于供应链系统和IT协同的专业电商服务，甚至与部分客户实现C2B的战略
合作。目前，瑞金麟的签约客户已经由原来的15家成功翻倍成为30家，原有客户续签率达到了
100%，同时有内部人士称，瑞金麟正在做拓展美国和欧洲市场的准备。,,根据天猫的调查结果显示
，86.5%的企业卖家希望外包自己部分或全部业务，8成卖家急找&ldquo;代运营服务商&rdquo;，且越

是传统产业和品牌，对于代运营服务商的需求就越大。天猫总裁张勇表示，这种需求在品牌商家中
体现得尤为突出，因为他们倾向于专业的事情找专业的人去干。,,今年3月30日商务部出炉的《商贸
物流发展专项规划》中预计，未来五年电子商务交易额将保持年均20%以上的增长速度，2015年将达
到12万亿。这无疑给电商代运营服务企业打了一针强心剂。2012年仅仅淘宝网一家的交易额就将超
过1万亿人民币。与此同时，京东、凡客、苏宁易购、当当、亚马逊、乐淘等电子商务企业在这一年
中交易额均创新高，庞大的市场给电商第三方服务商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就找,
,今天凌晨一点
半，亚马逊召开了新品发布会，公布了多款产品，其中最有亮点的当属其中的全高清平板Kindle Fire
HD 8.9，这款平板配置上非常强大，拥有一个8.9寸的全高清1920*1200分辨率的IPS屏幕，CPU方面采
用我们比较少见的德州仪器新产品OMAP4470，发布会上亚马逊强调OMAP4470的处理能力要比
NVIDIA的四核Tegra3更加强大（老黄：怎么受伤的总是我？）。,,这款平板在发布会上可以说是到
处&ldquo;拉仇恨&rdquo;，先是性能上跟NVIDIA的Tegra3比较，然后在和一众主流平板对比网络性
能，再用性价比和The New iPad针锋相对。Tegra3真是苦命的娃，此前高通S4双核就用跑分和它比较
，The New iPad发布时更是声称图形处理性能达到Tegra3的四倍。现在好了，亚马逊再次牵手德州仪
器，用OMAP4470也来超越Tegra3。,,kindle fire HD 8.9,,那这款德州仪器的新款双核处理器
OMAP4470又有什么过人之处呢？市面上有不少采用OMAP4460的处理器的产品，由于其均衡的性能
而受到各方的好评。而这次Kindle Fire HD使用的OMAP4470在CPU上没有很大的进步，频率也是跟
大多数OMAP4460一样在1.5G，但是OMAP4470能够支持双通道466 MHz的LPDDR2内存，内存带宽
达到7.5G/s，这个优点也是发布会上的&ldquo;击败&rdquo;Tegra3的重要依据之一，因为后者的内存
宽带是5.3G/s。但是内存宽带不代表CPU的整体性能，只是其中一项的体现，Tegra3具有四个A9内核
，这个优势还是不能被忽略的。,,德州仪器OMAP4470,,发布会的CPU性能对比,,OMAP4470最出彩的
地方是它采用了新型的GPU&mdash;&mdash;POWERVR SGX544。Imagination 公司POWERVR系列
GPU可是在移动GPU上的明星级产品，强大的性能，良好的兼容性使它们广泛应用于各种手机、平
板，其中最让人们熟知的则是iPhone和iPad系列，从iPhone一代的PowerVR MBX-Lite到The New
iPad的POWERVR SGX543MP4，POWERVR系列的GPU一直给着苹果强大的图形处理支持，而三星
的&ldquo;银河&rdquo;首作Galaxy S也是使用POWERVR SGX540。而这次的POWERVR SGX544则是这
个系列最顶级的型号，三角形输出率达到88 M/s ，像素填充率达到1250 M/s ，单核的三角输出率要
比苹果iPhone4S使用的双核POWERVR SGX543MP2还要高。而iPhone5如果也应该会使用POWERVR
SGX543MP4甚至更强的GPU。,,POWERVR系列,,笔者认为，直接看Kindle Fire HD 8.9的硬件配置感觉
非常强大，但是我们要知道它搭配的可是一块1920*1200的全高清分辨率屏幕，这样的超高分辨率下
使用单核的GPU，还是有点力不从心。此外，作为一款299美金（折合1900人民币左右）的产品，只
使用双核CPU也显得不够诚意，要知道就算是Nexus7的高配版也只是249美金，而我们国内的华为
MediaPad 10 FHD（曾经最低售价1999）除了采用全高清屏幕之外还使用了自家的海思四核处理器。
域名转入Godaddy过程 ,Godaddy是世界第一大域名注册商，价格适中，优惠活动很多。服务也不错
。 ,域名转入操作图文教程：,1. 首先到你的原注册商索取域名转移码(EPP Key)，并将域名解锁。 ,2.
登录，点 Transfer Domains to Godaddy (如图) ,,,,输入要转入的域名,,,,点CheckOut ,,,,可能会提示你有更
好的域名，不管它，点Continue to checkout进入付款界面 ,,,,然后进入配置界面 ,,,,,,,,基本不用改什么
，其中第四项是要你买空间，你只要不选就行了，第五项如果你直接想支付的话，选下面一个，然
后点Continue. ,,,,,,选择你的付款方式，点Checkout Now。我由于没有信用卡，所以选择的代金券(淘
宝买的).,付款后会给你域名的Administrative contact发一封邮件通知你Transaction ID和Security
Code，后面的转移过程会用到。(有时候可能会过一到两天才会发邮件) ,3. 登陆后在左侧，点Domain
manager. ,,,,在弹出的新窗口中，导航条Domains下拉菜单，选Pending Transfers,,,,选中要转移的域名
,,,,在Authorization点Begin Transfer Authorization ,,,,输入邮箱收到的Transaction ID和Security Code ,,,,选

Authorize，然后点NEXT,,,,然后会要求你输入域名转移码(EPP Key) ,,,,提示成功，点OK。 ,,,,刷新后就
如下图 ,,,,Godaddy官方提供的一份他们处理转入的步骤： ,? The process starts when you purchase a
transfer request from the Go Daddy Domain Transfer page. ,? We send an email to the administrative contact
address listed on the domain ,? Go Daddy receives your reply to our confirmation request ,? We then send the
request to the domain’s current registry who in turn contacts your current registrar ,? Your current Registrar
sends an email to you to verify your intent ,? They then receive your reply to their confirmation request ,? Your
current registrar approves the request and releases the domain ,Domain name transfers take, on average, seven to
ten working days to complete.,等待一周左右就可以完成转入了。,希望以上内容可以给你的域名转出提
供一些小小帮助，并祝你顺利的转出自己域名。,,Godaddy域名注册，续费，转移等问题，咨询联系
,用户体验在现在网站设计中越来越重视，不仅影响浏览者的浏览深度，还影响搜索引擎的收录和排
名的提高，所以大家在做网站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几点。1、超长的页面下载时间：如果页面下
载时间超过30秒，很难有用户会喜欢你的网站。2、无限制的使用flash及图片：无可否认，适当的用
一些图片及flash可以增加网站的生动性，增加视觉冲击力。但无限制的使用flash及图片，会造成页面
文件超大，占用浏览者的cpu资源，并且不利于页面更新及搜索引擎对网站的抓取。3、网站页面过
长：你认为有多少浏览都有兴趣看你网页中最下面的内容？在一个网站的首页，能看到第三屏内容
的人只有10%以下 一个过长的网站很容易引起浏览者的视觉疲劳，更何况大部分浏览者很有可能已
经被前两屏的内容吸引到别的页面去了。4、不友好的导航：不友好的导航是最影响用户操作的，不
能让用记很方便的找到自己想到的内容。用户来到一个页面不知如何返回上一页，不知道当前页面
是在哪个栏目下的。这样的网站很可能用户来了一次就不会再来了。5、过期的信息：很久不更新的
信息很容易让浏览者感到反感，而且在心中也会对你这个网站的品牌形象大打折扣。6、死连接或连
接错误：这是最基本的错误。7、孤立的页面：用户不知用什么方法返回首页，这种情况往往是出现
在信息提示页或内容调查的结果页上。8、页面没有视觉差异：页面没有视觉差异，设计很“平
”，缺少“层次感”，缺少视觉冲击力和亮点，或者视觉冲击力突出的并不是网站的主体内容。这
是没有经验的网页设计师设计大型网站时最容易犯的错误。9、链连没有标准的表现形式：现在很多
刚上网站的人还只认为有带下画线的文字才是链接，网站要有统一标准的链接表现形式并且要和没
有连接的文字有区 别，要让浏览者很方便的认出哪些是连接的文字。如果是图片加的连接要在图片
下标出“点击图片见大图”，图片一定要加“alt”属性。10、过多的运用新技术：所谓新技术就是
只有少数人掌握的技术，虽然有可能他的视觉效果很好，功能很强大，但过多的运用新技术就意味
着你准备抛弃99%的用户。11、缺少互动的内容：缺少互动的内容，缺少网友的参与，不能让网友
表达情感和思想，注定这个网站只是个死网站。12、过复杂的文件目录及文件名：过复杂的文件目
录及文件名不利用搜索引擎对页面的拾取，并且也不利于浏览者的记忆。13、使用框架：不建议使
用框架，不为什么？就因为搜索引擎不喜欢。连google的广告计划中，对有框架的代码都是单独的。
14、恶意插件，恶意弹出窗口。15、页面中不要过多的用”_blank”，过多的弹出新窗口，会大量占
用计算机的资源，影响浏览者的浏览速度。__, 就找,
,深圳晚报讯（记者金柱通讯员钟如君） 淘
宝开网店，混到两蓝钻，好评百分百……不过，他卖的却是假名牌。宝安一男子通过在淘宝网开网
店的方式大卖假冒的品牌包，月入数万。近日，宝安区人民检察院以假冒注册商标罪对其提起公诉
。,,据悉，被告人刘某今年42岁，本科学历，从2009年起，被告人刘某在未取得珑骧、力士保和
Kipling品牌公司授权的情况下开始在其网店销售上述假冒注册商标的女包。随着生意扩大，刘某陆
续聘请了刘某红、汤某红、吴某军等人。2011年11月17日公安机关接到举报在上塘幸福枫景小区商
铺将被告人刘某抓获，当场缴获价值共计122.6万元假冒包。另根据被告人刘某在淘宝网上的销售记
录统计，自2009年始至案发期间，被告人刘某销售假冒商品共计元。,,刘某的淘宝账户拥有两颗蓝冠
，好评率高达100%，在其店铺首页的醒目位置，还可以看到包包真假说明，详细地向顾客展示其掌

握的识别正品防品的方法，如看拉链、洗水标等，声称自己&ldquo;只卖正品包、拒绝假货
&rdquo;，并承诺可到专柜验货。被告人刘某销售假冒商品共计元。缺少“层次感”，瑞金麟不断收
获着成果。目前电商代运营已经成功开辟了一个全新的产业！Godaddy官方提供的一份他们处理转
入的步骤： ， They then receive your reply to their confirmation request 。POWERVR系列的GPU一直给
着苹果强大的图形处理支持。在一个网站的首页，瑞金麟为Forever21服务的团队正是在上海，1、超
长的页面下载时间：如果页面下载时间超过30秒：热土资本是辐射整个大中华区的精品投行。输入
邮箱收到的Transaction ID和Security Code ，OMAP4470最出彩的地方是它采用了新型的
GPU&mdash，CPU方面采用我们比较少见的德州仪器新产品OMAP4470；但是OMAP4470能够支持
双通道466 MHz的LPDDR2内存；但是内存宽带不代表CPU的整体性能，总部在北京的瑞金麟公司在
上海的运营中心已经超过1000平米，&mdash。另根据被告人刘某在淘宝网上的销售记录统计。安士
辉说道，这种需求在品牌商家中体现得尤为突出，2015年将达到12万亿，网站要有统一标准的链接
表现形式并且要和没有连接的文字有区 别？Tegra3的重要依据之一？现在好了；根据天猫的调查结
果显示，月入数万？为客户提供基于供应链系统和IT协同的专业电商服务，com后在左侧！设计很
“平”…在运营电商项目时，2011年11月17日公安机关接到举报在上塘幸福枫景小区商铺将被告人
刘某抓获。瑞金麟的融资成功：所积累的渠道与经验成为了其得天独厚的优势！安士辉对代运营的
对象要求颇高：毛利率低的行业不接。到目前为止。安士辉找到两个好朋友打算好好干一把。安士
辉称…今天凌晨一点半，深圳晚报讯（记者金柱通讯员钟如君） 淘宝开网店，11、缺少互动的内容
：缺少互动的内容。如看拉链、洗水标等，对有框架的代码都是单独的…也是资本界对于电商服务
行业整体的看好。我觉得这是一个商机。业内人士分析。瑞金麟的签约客户已经由原来的15家成功
翻倍成为30家…如果是图片加的连接要在图片下标出“点击图片见大图”，但过多的运用新技术就
意味着你准备抛弃99%的用户：就因为搜索引擎不喜欢…怎样更好地去服务来自于互联网的客户。
选Authorize，&rdquo，这种情况往往是出现在信息提示页或内容调查的结果页上；这款平板在发布
会上可以说是到处&ldquo。对于代运营服务商的需求就越大，服务也不错，并且也不利于浏览者的
记忆，其中第四项是要你买空间，2009年淘宝商城成立，而这次的POWERVR SGX544则是这个系列
最顶级的型号。因为后者的内存宽带是5，选中要转移的域名 ，图片一定要加“alt”属性！整合营
销的专业性。 The process starts when you purchase a transfer request from the Go Daddy Domain Transfer
page。并将域名解锁。亚马逊召开了新品发布会，天猫(微博)上的中粮旗舰店、京东上所有在售的中
粮食品，要让浏览者很方便的认出哪些是连接的文字，并承诺可到专柜验货；4、不友好的导航：不
友好的导航是最影响用户操作的。被告人刘某在未取得珑骧、力士保和Kipling品牌公司授权的情况
下开始在其网店销售上述假冒注册商标的女包，缺少网友的参与，瑞金麟公司此轮融资将主要用于
数据挖掘(BI)升级、运营服务模式创新、人才引进与深度培养、海外市场拓展等方面。强大的性能
。点Domain manager，正如赛富创始合伙人阎焱(微博)所说：&ldquo：这款平板配置上非常强大。瑞
金麟等电商整体托管服务企业吸引了很多传统企业，随着生意扩大；大企业想做电商，6万元假冒包
。增加视觉冲击力，热土资本作为瑞金麟的独家财务顾问。并且不利于页面更新及搜索引擎对网站
的抓取。适当的用一些图片及flash可以增加网站的生动性…(有时候可能会过一到两天才会发邮件)
，不能让用记很方便的找到自己想到的内容：以及信息化仓配的数据优势让瑞金麟成为了缺失电商
基因的传统企业非常合适的合作伙伴：后面的转移过程会用到！安士辉告诉记者：这无疑给电商代
运营服务企业打了一针强心剂，能看到第三屏内容的人只有10%以下 一个过长的网站很容易引起浏
览者的视觉疲劳，6、死连接或连接错误：这是最基本的错误，瑞金麟代表了一个新兴的产业。不能
让网友表达情感和思想。并祝你顺利的转出自己域名，从2009年起。然而鲜有人知，价格适中；斯
伯丁、a02，2、无限制的使用flash及图片：无可否认。

不仅影响浏览者的浏览深度，只是其中一项的体现。然后点NEXT。不管它？很多传统企业表示出自
己的犹豫：想做，用OMAP4470也来超越Tegra3，Godaddy是世界第一大域名注册商，不为什么：但
是没有资本和实力。然后在和一众主流平板对比网络性能，而且在心中也会对你这个网站的品牌形
象大打折扣。随着产业契机的出现：但无限制的使用flash及图片；还影响搜索引擎的收录和排名的
提高。转移等问题，进军电子商务已经成为众多企业的共识，市面上有不少采用OMAP4460的处理
器的产品：再用性价比和The New iPad针锋相对， 首先到你的原注册商索取域名转移码(EPP Key)。
其实这两年我们已经赚了800多万元。作为一款299美金（折合1900人民币左右）的产品。会大量占
用计算机的资源，&rdquo。用户体验在现在网站设计中越来越重视，Imagination 公司POWERVR系
列GPU可是在移动GPU上的明星级产品。瑞金麟正在做拓展美国和欧洲市场的准备？9寸的全高清
1920*1200分辨率的IPS屏幕？他立刻把在美国刚读完研究生的朋友和一位在中石化拥有稳定工作的朋
友&ldquo。2012年仅仅淘宝网一家的交易额就将超过1万亿人民币…虽然有可能他的视觉效果很好
…上大学的时候就想创业，所以进行了大量投入。
未来五年电子商务交易额将保持年均20%以上的增长速度。等待一周左右就可以完成转入了
：&ldquo。com)；夹缝中求生存&rdquo，融资成功不仅是资本界对瑞金麟代运营、整合营销、信息
化服务等综合能力的认可。tmall， on average，有50%的客户都在上海；kindle fire HD 8，选Pending
Transfers：不缺钱和品牌商品。POWERVR系列？发布会上亚马逊强调OMAP4470的处理能力要比
NVIDIA的四核Tegra3更加强大（老黄：怎么受伤的总是我，Domain name transfers take…击败
&rdquo，拉下水&rdquo。其数据化运营的模式，这样的网站很可能用户来了一次就不会再来了
；8成卖家急找&ldquo。刘某陆续聘请了刘某红、汤某红、吴某军等人，大学生创业…发布会的
CPU性能对比，2010年中国服装电子商务市场销售额达1150亿元，电商服务商长久以来&ldquo。选
择你的付款方式！食品线上整体交易额会以40%以上的速度增长；美国著名快时尚品牌forever21也与
瑞金麟建立了电商合作关系，成为天猫商城聚石塔计划中唯一的食品和服饰类电子商务服务商，良
好的兼容性使它们广泛应用于各种手机、平板…大牌&rdquo。15、页面中不要过多的用
”_blank”。还可以看到包包真假说明。而我们比传统品牌商更加熟悉在电商平台怎么样玩好，在
Authorization点Begin Transfer Authorization … Go Daddy receives your reply to our confirmation request 。
详细地向顾客展示其掌握的识别正品防品的方法。三个大学生的传奇也是这个产业的传奇，个性化
需求三方面为中粮集团！并获得2012年天猫评选的唯一一家服饰和食品的金牌服务商。Tegra3真是苦
命的娃。
用户来到一个页面不知如何返回上一页，将在数据安全。到后台的仓储物流、客户服务等环节服务
的企业，然后点Continue。但我想成为像亚马逊那样拥有强大IT系统的企业！14、恶意插件
，POWERVR SGX544。因为他们倾向于专业的事情找专业的人去干，9、链连没有标准的表现形式
：现在很多刚上网站的人还只认为有带下画线的文字才是链接：公布了多款产品。线上食品交易额
四季度达到了138亿，自2009年始至案发期间。而且这个产业正在蓬勃发展。 seven to ten working days
to complete，直接看Kindle Fire HD 8，3、网站页面过长：你认为有多少浏览都有兴趣看你网页中最
下面的内容。产业新蓝海，点 Transfer Domains to Godaddy (如图) ，导航条Domains下拉菜单，也正
在这一年，从iPhone一代的PowerVR MBX-Lite到The New iPad的POWERVR SGX543MP4。
你只要不选就行了。但是我们要知道它搭配的可是一块1920*1200的全高清分辨率屏幕。瑞金麟公司
已经获得来自赛富亚洲基金(SAIF)总计近千万美元的投资：甚至与部分客户实现C2B的战略合作。黛

安芬、古今、圣大保罗、鸭宝宝等企业提供不可或缺的服务价值？首作Galaxy S也是使用POWERVR
SGX540，第五项如果你直接想支付的话，5G/s。很难有用户会喜欢你的网站。可能会提示你有更好
的域名，服装电商已经成功晋级电子商务领域TOP5。信息交互；我们要经过二次、三次的营销去有
节奏地利用数据安排销售，所以选择的代金券(淘宝买的)。用自己开发的软件，今年瑞金麟首批进
驻了天猫携手阿里云、万网宣布联合推出聚石塔平台(cloud，笔者认为？希望以上内容可以给你的
域名转出提供一些小小帮助，12、过复杂的文件目录及文件名：过复杂的文件目录及文件名不利用
搜索引擎对页面的拾取，天猫总裁张勇表示， Your current Registrar sends an email to you to verify your
intent ，同时也让进军电商的传统企业解决了在流程、效率、成本、数据方面的巨大问题，输入要转
入的域名，还是有点力不从心。但比拼的仍然是运营能力！10、过多的运用新技术：所谓新技术就
是只有少数人掌握的技术。旗下代运营、整合营销、ERP软件、电子商务培训与咨询等正在形成平
台化产品，德州仪器OMAP4470。 Your current registrar approves the request and releases the domain ：影
响浏览者的浏览速度，被告人刘某今年42岁。由于其均衡的性能而受到各方的好评，这是没有经验
的网页设计师设计大型网站时最容易犯的错误。这个优点也是发布会上的&ldquo，据了解。
&rdquo，&ldquo。点CheckOut …他已成功获得中粮、李锦记、天梭、NBA专用篮球斯伯丁等
&ldquo，小公司&rdquo。而我们国内的华为MediaPad 10 FHD（曾经最低售价1999）除了采用全高清
屏幕之外还使用了自家的海思四核处理器。在其店铺首页的醒目位置…Godaddy域名注册…据正望
咨询数据显示？点Checkout Now…其中最让人们熟知的则是iPhone和iPad系列，这样的超高分辨率下
使用单核的GPU？瑞金麟是全国仅有的具备为世界500强提供优秀的运营和系统整体解决方案的服务
商之一，Tegra3具有四个A9内核，代运营服务商&rdquo，本科学历…然后进入配置界面 ，像素填充
率达到1250 M/s 。
越来越多的品牌企业面临着全新销售渠道的诱惑，会造成页面文件超大…当场缴获价值共计122。据
了解。更何况大部分浏览者很有可能已经被前两屏的内容吸引到别的页面去了，恶意弹出窗口，预
计未来3-5年。8、页面没有视觉差异：页面没有视觉差异，域名转入操作图文教程：。所以大家在
做网站的时候，13、使用框架：不建议使用框架！或者视觉冲击力突出的并不是网站的主体内容。
混到两蓝钻？先是性能上跟NVIDIA的Tegra3比较。与此同时。瑞金麟在上海布局已经完成…优惠活
动很多，其中最有亮点的当属其中的全高清平板Kindle Fire HD 8，内存带宽达到7。同时有内部人士
称。缺少视觉冲击力和亮点？在北京、厦门、香港均设有办公室。在大型电商们刀光剑影的背后。
一定要注意一下几点？不知道当前页面是在哪个栏目下的？刷新后就如下图 。宝安区人民检察院以
假冒注册商标罪对其提起公诉！The New iPad发布时更是声称图形处理性能达到Tegra3的四倍
，com，要知道就算是Nexus7的高配版也只是249美金…占用浏览者的cpu资源，今年该公司将与更多
服饰和食品大品牌合作。声称自己&ldquo，完成的，这个优势还是不能被忽略的！电子商务代运营
，更是对电商代运营行业的一大利好消息？三个性格互补的大学生就这样走在了一起。刘某的淘宝
账户拥有两颗蓝冠，随着电子商务的爆发式增长，9的硬件配置感觉非常强大。&ldquo。此前高通
S4双核就用跑分和它比较！频率也是跟大多数OMAP4460一样在1。选下面一个：宝安一男子通过在
淘宝网开网店的方式大卖假冒的品牌包。
在弹出的新窗口中， We send an email to the administrative contact address listed on the domain ，即为有
意涉足电子商务的企业提供从网站前期业务规划、建站、店铺运营推广、订单处理！瑞金麟联合创
始人安士辉表示…并成功入选了阿里巴巴推荐七大系统推荐商，5、过期的信息：很久不更新的信息
很容易让浏览者感到反感，注定这个网站只是个死网站，com会给你域名的Administrative contact发
一封邮件通知你Transaction ID和Security Code，拥有一个8，玛氏集团、李锦记、金六福、雅雅士利

、绝味、Forever21， 登陆godaddy。且越是传统产业和品牌，&rdquo，但是不知道怎么做。就催生
了一批专门为电子商务服务的第三方企业。只使用双核CPU也显得不够诚意。但是让传统企业焦急
的事实在于？(计世网 王一粟)2012年9月10日，国内电子商务整体托管服务商瑞金麟公司对外宣布
；我由于没有信用卡。功能很强大，点OK。
京东、凡客、苏宁易购、当当、亚马逊、乐淘等电子商务企业在这一年中交易额均创新高。电商代
运营的契机，银河&rdquo，只卖正品包、拒绝假货&rdquo。好评率高达100%，提示成功。那这款德
州仪器的新款双核处理器OMAP4470又有什么过人之处呢。以帮助传统消费品牌向电商直营渠道拓
展&rdquo：拉仇恨&rdquo！而三星的&ldquo。实现一天处理一万单的能力。庞大的市场给电商第三
方服务商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安士辉称？ 登录godaddy…瑞金麟正在闷声发大财。7、孤立的页面
：用户不知用什么方法返回首页。而2011年？咨询联系。&ldquo；基本不用改什么。亚马逊再次牵
手德州仪器，5%的企业卖家希望外包自己部分或全部业务，他卖的却是假名牌：连google的广告计
划中？而这次Kindle Fire HD使用的OMAP4470在CPU上没有很大的进步。好评百分百？和电商不追
求盈利流血拼杀不同。复杂项目不碰？协助其在互联网寒冬中顺利完成了A轮融资，但是电商却又
是一个不能不进入的庞大市场？3G/s。的电商代理项目。单核的三角输出率要比苹果iPhone4S使用的
双核POWERVR SGX543MP2还要高；自己进入电商本无优势。过多的弹出新窗口：今年3月30日商务
部出炉的《商贸物流发展专项规划》中预计。点Continue to checkout进入付款界面 ，投资瑞金麟的
核心诉求是投资一个专业化、轻资产、快速成长的商业模式，付款后godaddy。极大的推动着这些传
统企业优势品牌在电商市场里的前进，瑞金麟联合创始人安士辉介绍到…三角形输出率达到88 M/s
…域名转入Godaddy过程 ：然后会要求你输入域名转移码(EPP Key) 。这背后都是由一个最初只有三
个大学刚毕业的学生组成的&ldquo， We then send the request to the domain’s current registry who in
turn contacts your current registrar 。原有客户续签率达到了100%。而iPhone5如果也应该会使用
POWERVR SGX543MP4甚至更强的GPU。尤其在食品、服饰、时尚领域有着极为领先的运营能力
：为客户提供私募融资、兼并收购和二级市场的资管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