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站需要准备的资料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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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ct us

备注：
1、这些栏目是网站的常见栏目，你可以根据实际需求进行变更，栏目一般八个左右
2、网站每个大栏目都可以自己增加子栏目，产品栏目可以自己增加大类和小类
3、如果大栏目需要做调整，你直接在上面用另外的文字注明下即可，在下面准备下对应的资料即可
特别注意
1、资料需要提供电子版本文件到我们，图片如果需要去掉背景的话，告知我们下，资料准备好后 QQ 发我们或
者发我 QQ 信箱
2、每个栏目的资料最好准备一个文件夹存放，这样不会混淆，产品资料按照每个类别做个文件夹存放。
一、 Home
1、提供公司标志，公司名称，联系方式（可以增加 QQ MSN 等在线咨询方式），公司介绍，公司或者工
厂图片，证书等，需要在首页进行推荐的图片等.
2、另外需要提供一下横幅大图片上面的广告语，产品图片等信息，横幅大图片你可以提供一些给我们，或
者告诉我们需要找那方面的图，我们帮你选择一些
备注：因为公司名称待定，如果还没有公司名称或者标志的话，可以先确定下需要的主色调，比如红色，黄
色，绿色，模板的整体颜色可以根据公司标志重新定义，比如现在的模板是黄色

二、About us （不需要设置子栏目的话请告知我们下）
可以分子栏目，如公司介绍 企业文化 工厂介绍 企业资质等。相关子栏目名称或者资料可以在后台自己
增减。你可以先准备详细的公司介绍文字资料我们帮你进行下排版，定义好一个格式
二、 Products
1.产品需要分三类
产品分类分三类，图片后期我可以自己上传：产品分类目录为：商业照明，家居照明，户外照明，
1、产品的分类，可以按照三级分类，比如大类 小类 产品名称
或者大类 产品名称二级分类。产品分
类目录您可以先发一些给我们，以后具体类别名称都可以自己后台修改！
2、准备 8-10 款产品资料，（比如产品的名称 编号，产品小图 大图，产品详细介绍等）我们帮你增加，测试
产品数据库，更多资料客户自行在后台录入
四、Solutions）
解决方案这里看下要不要分子类？解决方案看下是使用文字的形式？还是文字和图片的形式搭配在一起？
五、Service support
可以分子栏目，如客户服务 资料下载 常见问题 技术支持等。这里的子栏目因为每个栏目的形式不一样，
需要提前确定下来对应的栏目，我们好做后台程序，每个对应的栏目以后后台都可以自己增加，修改，删除
对应的资料
六、News
这个可以发我们 1-2 条新闻，我们帮你增加进去测试，如果新闻需要分类，比如分公司新闻，行业新闻，展
会信息等。请提前告知我们设置
七、Contact us

公司的联系信息，公司地址地图，在线咨询等信息

我需要的栏目和具体要求如下：

(1)Home
1.公司标志待定=
2.公司名称：Zhongshan Astrlight Technology Co.,Ltd
3.联系方式：
Attn:Susan Wu
Phone:+86 18318794761
QQ:3133353063
Email:info@astrlight.com

主色调为这个
色标。

，黑色和黄色，黄色用这个模版上一样的

(2)About US（不需要设置子栏目）
Zhongshan Astrlight Technology Ltd. Founded in 2010,is a Led
Founded in 2010, Zhongshan Assta Lighting Co., Ltd. is a lighting enterprise integrating R & D,
production, sales and service of LED products. The products cover commercial lighting, home
lighting, outdoor landscape lighting and special function lighting. We have a professional product
development and sales team, currently has its own import and export trading company, and more
than 10,000 square meters of factory buildings, the team number of more than 200 people, with a
variety of automatic and semi-automatic machinery, with the national standard LED lab.

We always adhere to the concept of product quality comes first, service and worry, at present our
products have been exported to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Fei Zhong, the Middle East and
other regions

We, based on the use of LED products experienc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highlighting the

quality of management, the current number of products or CE, ROHS certification. Philips is the
authorized processing manufacturer.

（3）Products
一级类目 commercial lighting
二级类目：Bulb light
Tube light Down light Spot light Panel light Strip light High bay light Ceiling light

一级类目 Office lighting
二级类目：light fixture

一级类目 Outdoor lighting
Floor light Underground light Street light Outdoor wall light Chapiter light

一级类目：Home lighting
二级类目：Morden light Crystal light Table light

一级类目：Landscape lighting
二级类目：Tree light Wall washer light

一级类目：Electrical Products
二级类目：Switch Socket Driver

（4）Service support
客户服务，资料下载两个子栏目

（5）News

新闻需要分行业新闻，展会信息，公司新闻

(6) Contact Us
公司地址地图，在线咨询等信息

联系方式：
Attn:Susan Wu
Phone:+86 18318794761
QQ:3133353063
Email:info@astrlight.com(待定)
Add:No.20 of the Huayuan road,Xiaolan towm,Zhongshan city,Guangdong,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