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E ARE i1024 
专业  团队  效率  变化  价值 



   

我们的13年 
2006-2018 
我们是国际布局，本⼟土领先的⽣生 
态型创意传播公司，为纽约及全 
美的华⼈人企业和全球化企业客户 
提供全⾓角度、全⽅方位、综合化传 

播服务。 

我们的规模 
公司总部设在纽约，分公司 
设在中国，网罗了最顶尖的 
创意⼈人才，坚持以创意为先。 

我们的商业模式 
产业资源整合的运营模式 

我们精准定位市场，孵化创新业务形态，通过⽣生态化的商业融合，垂直化的管
理运营模式，形成市场自然繁殖，文化自然传递的生态发展格局。 

我们的品牌实力 
公司的服务足迹已遍布北美，
触及几十个行业，几百家企业，
践行让华人没有难做的生意理
念。 

   

我们的服务 
全产业链⼀一站式专业服务 

整合丰富的产业上下游资源， 
各业务板块“垂直深耕”，拥 
有“合纵连横”的协同服务能 
⼒力。 

北美科技 ABOUT US 




企业文化 OUR CULTURE 
�

我们深知：市场不变的法则是永远在变。 

我们永远在变得市场不断提高指标。团队一起发现

趋势，一起改变格局，一起创造价值。 

没有改变岂有未来 
价值观 
Sense Of Worth 

我们深知：生存源于生态。 

企业之所以能存在，在于对社会做出哪些贡献。我们践行平台化

经营，生态化发展，与所有利益相关者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平台经营生态发展 经营观 

OperationView 

我们深知：服务是取得商业成功的第一竞争力。 

在北美科技，五福是工作，服务是主动，服务是管理。一切工作从尽

责开始，一切方法从务实开始，一切成功从服务开始。 

高度服务深度务实 
服务观 

Service Philosophy 

我们深知：唯有发自内心的志趣，才能激发持续的创造。

北美科技识才、爱才、聚才、荣才、用材。并为人才赋能

的激发，提供平台和分享机制。 

赋能于人功以才成 ⼈人才观 
View Of Talent 



品牌
品牌定位/品牌战略/品牌整合营销


公关传播

传播规划与管理/平⾯面传播/网络传 
播/多媒体管理及维护


数字传播

网络互动/新媒体/社会化营销/KOL 
传播/社群营销


技术营销服务
网站定制搭建/⾕谷歌⾃自然排名/⾕谷歌地 
图建⽴立及管理/独⽴立域名设⽴立/SEO

策略顾问

互动策略/公关策略/传播策略/推广策略


社媒推广
Facebook、Twitter、Ins等社媒⻚页⾯面建⽴立
/社媒内容创新管理/网红营销/软⽂文推广


数据收集

⽤用户数据收集及反馈/⾕谷歌地图流量报告/
调查survey回馈/EMAIL⼤大数据营销


舆情监测

监宣控⼀一体化全网舆情监测分析/危机预
警 及危机管理/⾕谷歌评论管理

我们的服务内容 OUR SERVICE 



集团业务板块  
BUSINESS  

SECTOR 

整合营销 
 
 
 
 
 

网站建设 

电子商务 
 
 
 
 
 

社媒运营 

大型活动 
 
 
 
 
 

创新IP营销 

 
 
 
 
 
公关宣传 

 
 
 
 
 

影视多媒体 

G 
谷歌SEO 



合作伙伴 OUR  PARTNERS 



多⾏行业、多种类 

地产 

律师 
会计 

保险 

合作商家 OUR CLIENTS 



合作商家 OUR CLIENTS 



合作商家 OUR CLIENTS 



合作商家 OUR CLIENTS 



精品特色服务Characteristic Service 

专业、全面 

•  SEO⾕谷歌商家⾃自然排
名 

• 专业关键词分析 
•  ⾕谷歌地图搜索排名 

•  ⾕谷歌当地商家内容 
•  ⾕谷歌评论管理优化 



精品特色服务Characteristic Service 

社交媒体定制服务 

1、中英文多个社媒平台同步更新内容 
2、华人群体微信活动定制策划 
3、社群运营——打造稳定流量基础 
4、网红营销强力引流打造爆款 

5、广告宣传视频精美制作 



多平台同步投放 



微信活动定制策划 



网红营销推广 



专属社群运营 



服务宗旨：让营销变得更有价值

将品牌价值转变为充满活力的增长平台 

品牌激活  价值链接  共享平台 

 
以客户思维为导向提供利益价值： 

✓ 以最划算的价格提供⾏行业内最顶尖、最领先的专业团队的贴身服务 

✓ 基于舆情监测，可精准定位⾏行业、市场、竞品分析服务、高度定制化整合营销战略服务及专业媒介计划 

✓ 构建价值互通链条，全面性挖掘品牌价值，多角度输送收益价值，带来聚势共嬴的发展新形态 

✓ 从“品牌”的需求出发，与媒体、平台或伙伴共创内容与活动，共享用户人群群，形成⼀一个丰富、开放和智慧的营销平台 



Deep Insight 
深刻洞察 

客户服务的最⼤大附加值 

Best Additional Value Of Service 

利⽤用精准⼤大数据，从⾏行业、竞品、受众等洞察对市场机会的捕捉； 

品牌策划的背后是消费者⼼心理的洞⻅见解读； 

北美科技，不断创造和更新我们的思想理论体系，深化我们的专 

业知识，以此成就并超越客户所需。 



创新、专业的团队是北美科技最为珍贵的资产。 

 
服务以为客户创造价值为导向，以实现双赢为结果。 

 
因此，对待客户服务，我们是认真的，并⽤用认真化作执⾏行⼒力，以结果说话。 

客户服务的第⼀一保障⼒力 

Best Capability Of Service Support 

Team Combat 
团队作战 



Omnibearing Service Chain 
360 度全服务链 

⼀一站式服务平台 

A Comprehensive Suite Of Service 

北美科技的平台化运营，吸纳了丰富的产业上下游资源，各服务板块在“垂 

直深耕”的同时，⼜又拥有“合纵连横”的协同服务能⼒力。 

•  ⼀一站式服务平台：解决战略、品牌、产品、公关活动、视频创意、广告、 

社交媒体营销、整合传播、网红推广、活动过运营等问题。 

•  ⻓长期战略合作伙伴：从战略规划到战术落地，从品牌提升到新品上市， 

从创意到执⾏行等。 



案例分享 

线 上 整 合 营 销 网 站 设 计 及 开 发 社 群 运 营 社 交 媒 体 宣 传 



政府设计类案例 

BUSINESS  
SECTO R 



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网站
SEO、Google	  Map优化



中国驻美⼤大使馆图书馆内部网站设计



房地产案例 

BUSINESS  
SECTO R 



网站设计、SEO、⾕谷歌排名前⼗〸十、⾕谷歌地图前三、媒体宣
传 官网链接：https://www.aliciany.com/



律师事务所案例 

BUSINESS  
SECTO R 



网站设计、SEO、⾕谷歌排名前三、⾕谷歌地图第⼀一、舆情管
理 官网链接：https://www.wuesq.com/



餐饮服务类案例 

BUSINESS  
SECTO R 



案例-纽 约 网 红 甜 品 店



FB	  

谷歌后台数据 

客户互动数据 

FB+INS	  

案例-纽约某川菜馆 



案例-纽约某川菜馆 

Email Marketing 

 
Yelp 外卖网站访问量及顾客评论量激增 



我们的价格 OUR PRICING 



CONTACTUS 
地址：3808	  Union	  St	  #9D,	  Flushing,	  NY	  11354	  	  	  
电话:	  	  	  718-‐	  734-‐2339	  
	  	  	  	  	  	  	  	  	  	  	  	  	  646-‐	  929-‐3011	  
传真:	   888-‐273-‐9278	  
邮箱:	  info@i1024.com	  	  
网址:	  www.i1024.com	  



感 

THANKS! 
谢  您  的  聆 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