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汉互亿网络建站报价单 2023
武汉互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3 年，价格在行业内居中性价比高。项目交付及时，售后服务优质，行业口碑良好。

自有知识产权互亿 CMS 企业建站系统，建站客户送终身授权，无版权侵权之忧，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号: 2021SR1751771

类别
标准型

展示型企业建站

半定制

营销型企业官网

全定制

高端精品定制型网站

报价 2800 元 5000 元 8000 元+

设计效果 参考仿站或模板网站基础上调整 精美设计首页，内页由我司灵活搭配 精美设计包含首页内的各个页面

主要优势 搭建速度较快，价格经济实惠 对网站设计有一定要求，设计类网站 所有页面全新设计，全定制网站

制作周期 20 个工作日 30 个工作日 60 个工作日+

增加英文版 增加语言加收 50% 增加语言加收 50% 增加语言加收 50%

空间和域名
第一年送

续费 600 元/年

第一年送

续费 600 元/年

第一年送

续费 600 元/年

https 安全证书 赠送 https 安全证书 赠送 https 安全证书 赠送 https 安全证书

系统安全 网站内核定期升级补丁 网站内核定期升级补丁 网站内核定期升级补丁

版权授权 赠送 HUYICMS 正版授权 赠送 HUYICMS 正版授权 赠送 HUYICMS 正版授权



功能配置详细介绍

项目 说明 备注

域名注册 .com .net .cn 等域名任意选择。 顶级国际域名注册商阿里云

网站空间 2G 容量,虚拟空间，速度稳定，送免费备案服务。 可根据实际情况增加主机容量。

续费价格
第一为赠送。

第二年续费：域名 100 元/1 年、服务器空间 500 元/1 年、含网站维护。
可 3 年、5年续费价格更优惠！

导航栏目 首页、公司介绍、产品中心、客户案例、新闻资讯、资料下载、联系我们等。 客户有自主选择权和定制权。

设计标准 专业美工配合出图，直到满意为止。

资料录入 代录入网站产品图片（100 张以内）,新闻文章、公司简介完善。

后台管理 企业员工可通过后台更新文章,产品信息,修改公司资料等。 我司可代维护更新工作

功能说明

功能模块：

1、网站首页：主要展示公司的简介，产品介绍，服务案例等聚合内容。

2、公司介绍：公司简介、公司荣誉证件照等图文介绍；

3、产品中心：产品以图文展示首页及其他页面；产品列表、产品图片展示；

4、客户案例：发布工程案例，案例图片等；

5、新闻资讯：新闻信息增删改，新闻栏目多级分类，如公司新闻，行业新闻；

6、资料下载：后台上传 word、pdf、rar 等各类文件；支持同步下载；

可根据自身情况调整栏目



7、联系我们：公司联系方式，地图，二维码等；

8、后台管理系统：提供产品后台管理功能，可实现发布、修改、删除功能。对留言管理，可

以审核，删除，回复等。

（注：不仅限于以上，客户可提出自己的定制需求）

网站备案 协助客户办理 ICP 备案,无需客户东奔西跑，我司全权代理！全程无任何费用。

推广优化 网站和前台页面代码利于 SEO 优化，免费提供优化服务指导。保证百度收录。 不承诺具体排名

增值服务

1、增加语言版本：50%。

2、网站 Logo 设计：500 元起/个。

3、网站空间扩容：与客服沟通。

4、竞价账户托管服务：与客服沟通。

根据客户实际需求商议

付款方式

签订《网站建设合同》交付预付款，网站交付后支付尾款。

1、武汉地区客户我司安排技术上门签订合同时可支付现金、微信或支付宝转账。

2、外地客户也可以通过支付宝、微信等方式支付。

收款方式参考《网站建设合同》

关于发票 每次收到付款的 3 个工作日内，开具机打发票。 可以提供专票/普通机打发票



互亿网络公司建站优势

服务项目 互亿建站服务 其他服务商

编码方式
自主知识产权 正版 HUYICMS 企业管理系统 免费授权，

后顾无忧！

网站下载程序，套用 CMS 源码，容易版权风险。

代码给不给 随时提供网站源码和 FTP 95%公司不提供源码

域名 归客户所有权，随时可转移 域名购买但不属于自己,不提供管理权。

空间服务器 阿里云、西部数码、景安，品牌服务商 杂牌供应商，不稳定，速度慢，对优化不利

网站扩展性 源代码支持二次开发，支持功能拓展 后期不可拓展功能

优化排名 关键词自由设置，自然排名好，利于优化 自己站无排名，然后忽悠客户做排名

网站备案 正规 ICP 备案流程，一次通过 不专业，资料审核不合格，退回

外包不外包 从不外包，对客户负责 无技术人员，项目全部外包

https://www.huyicms.com/


历经八年项目开发经验丰富

武汉互亿网络公司成立于 2013 年，主要从事企业网站建设、微信开发、小程序开发、APP 开发等。公司秉承执行、创新、共赢的服务

理念，为广大客户提供优质服务！通过丰富的开发经验，为客户制作各类网站或定制程序，满足客户各类网络展示宣传需求。

公司非常重视客户在网上营销与销售成功。拥有成熟优秀的技术团队，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帮助客户在不断发展的网络环境中脱颖

而出。公司脚踏实地，以质量和服务取胜，全力为客户提供技术支持，服务好每一个客户，努力成为客户可以信赖的网络公司。秉承"执行、

创新、共赢"的理念，立足武汉，公司以满足客户多元化需求为己任，竭诚为客户服务。笃信"观念改变未来"，专业专心，真诚的服务必将

使我们共同充满激情地步入美好的未来！

创立至今，互亿网络已服务企业客户达 5000 多家，客户包括湖北省商务厅、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武汉工程大学、恩施仲裁委员会、

凯翼龙集团、武汉知音莲花湖酒店、海坤装备、谦益农业、湖北协鼎机械、汇博文化传媒、洪湖万农水产、武汉久安药业、ABIONIK、GIMISS

等国内外企业，覆盖电商、制造、销售、教育、汽车、新零售等众多行业。



资质齐全 服务有保障



近期上线案例

序号 类型 公司名称 网址 耗时工时

1 企业官网 武汉马应龙肛肠医院 https://www.mylgc.cn 60 个工作日

2 企业官网 湖北磐志实业有限公司 http://www.hbpzsy.cn 30 个工作日

3 企业官网 长江云通集团有限公司 http://www.cctcloud.com 60 个工作日

4 企业官网 霸州市汉通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http://www.yidujdg.com 30 个工作日

5 银行培训 武汉中慧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http://www.sinobankedu.com 30 个工作日

6 建筑工程 湖北大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http://www.hbddjt.cn 30 个工作日

7 企业官网 武汉网盾科技有限公司 https://www.wangdun.cn 60 个工作日

8 农业水产 洪湖市万农水产食品有限公司 https://www.vnwellon.com 30 个工作日

9 重科机械 中企重科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http://www.zqzkjt.com 30 个工作日

10 电子元件 湖北鼎汇高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hbdhgk.cn 30 个工作日

11 企业官网 武汉巧通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qiaotoo.com 30 个工作日

12 医院官网 道虎壁王氏女科 http://dhbwsnk.com 30 个工作日

13 酒店官网 武汉知音莲花湖酒店 http://www.zylotuslakehotel.com 30 个工作日



14 事业单位 湖北军安司法鉴定中心 http://www.hbjunanjianding.com 20 个工作日

15 事业单位 光谷招才局人才计划官网 https://www.3551.org.cn 30 个工作日

16 企业官网 武汉中科建安工程有限公司 http://www.027998.com 20 个工作日

17 装饰公司 武汉艾家优木软装设计有限公司 http://www.whajym.com 30 个工作日

18 装饰公司 武汉品意轩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http://www.whpyx.com 20 个工作日

19 企业培训 武汉中慧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http://www.sinobankedu.com 30 个工作日

20 雕塑公司 武汉美苑佳雕塑艺术有限公司 http://www.whmyjds.com 20 个工作日

21 企业官网 武汉派得顺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 http://www.paideshun.com 30 个工作日

22 行业协会 湖北机动车驾驶人考试行业协会 http://www.hbjkxh.com 20 个工作日

23 企业官网 凤鸣高科产业（辽宁）集团有限公司 http://www.fmgkjt.com 30 个工作日

24 财务公司 武汉正德天成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http://www.whzdtc.net 30 个工作日

25 液晶大屏 武汉中胜唐光电有限公司 http://www.zshengt.com 30 个工作日

26 设计公司 武汉耶利米亚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http://www.ycis.cn 30 个工作日

更多案例百度“互亿网络公司”查看案例 感谢您的阅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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