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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1,—— 好评度:87%,恩雅秀美2017夏季新款宽松卡通印花吊带连衣裙女一字领气质中长款T恤A字
裙子E99-15# 彩色米奇 XXXL买家印象,颜色不错(1) 样式不错(1),评论,衣服收到了，挺好的穿着也舒服
，满分
TOP2,—— 好评度:81%,恩雅秀美2017夏季新款宽松卡通印花吊带连衣裙女一字领气质
中长款T恤A字裙子E99-15# 3022#黑色 XL买家印象,还可以(1) 穿上很舒服(1) 面料不错(1) 大小合适(1)
裙子很好看(1) 很飘逸(1),评论,衣服还不错，穿的挺显瘦的,很喜欢，穿上很合身。满意。,材质不好
掉色严重,带子是拧的，怎么穿！
TOP3,—— 好评度:80%,恩雅秀美2017夏季新款宽松卡通印花
吊带连衣裙女一字领气质中长款T恤A字裙子E99-15# 3022#条纹 XL买家印象,老婆很喜欢(1) 还可以
(1),评论,质量很好，很喜欢。下次还来,买了三件啦……很好。
TOP4,—— 好评度:80%,恩雅秀

美2017夏季新款宽松卡通印花吊带连衣裙女一字领气质中长款T恤A字裙子E99-15# 32#蓝色条纹 M买
家印象评论,妹妹穿着正合适
TOP5,—— 好评度:60%,恩雅秀美2017夏季新款宽松卡通印花吊带
连衣裙女一字领气质中长款T恤A字裙子E99-15# 白色米奇 XL买家印象评论,做工不精细，商家不细心
，差评?
--------------------------------------------,J相关D推荐,西安HTML5视频教程H5这个由
HTML5简化而来的词汇，正通过微信广泛传播。H5是集文字、图片、音乐、视频、链接等多种形式
的展示页面，丰富的控件、灵活的动画特效、强大的交互应用和数据分析，高速低价的实现信息传
播，非常适合通过手机的展示、分享。也因其灵活性高、开发成本低、制作周期短的特性使其成为
当下企业营销的不二利器，常见于企业宣传、活动推广、产品介绍、会议邀请、公司招聘等。面对
四大在线H5微信页面制作工具，企业营销应该如何选择更适合的工具呢？今天小编就给大家进行一
下四大在线HTML5微信页面制作工具的优缺点对比分析：一．易企秀：优点：易企秀口号是移动场
景自营销管家。是针对移动互联网营销的在线H5场景制作工具，有ios，安卓移动客户端，在手机上
也可创建场景应用，动态模板丰富，可以简单、轻松制作基于HTML5的精美手机幻灯片页面。易企
秀模板数量大约有1100多个，且用户可以自行上传模板，模板分类标签详细，但精美度一般。缺点
：易企秀的统计数据是否准确需要进一步确认，目前看来可能有遗漏数据的现象。在模板质量上
，模板很一般，在创意、精美程度上都低于其他三家。由于定位是移动场景自营销，在H5定制方面
，易企秀起步很慢，而且专业性略显不足。二．we+：www.weplus.me优点：we+口号是三分钟制作
互动展示。相较于其他平台，we+编辑页面功能按钮设计简洁明了，是Apple苹果风格，功能强大。
行业首发的功能，如地图导航、事件、艺术字体、预约调研等。模板方面we+模板更加精致，动效
丰富。同时We+是业内首家支持PC端、手机端、iPad端多终端适配的平台。同时提供H5定制，包括
方案策划和新媒体传播。缺点：we+是电影娱乐高端定制的H5供应商，但平台上免费模板数量上偏
少，虽然已经做到周更新，但仍显不足。而且由于主做电影娱乐高端H5定制，个人用户H5定制尚在
起步阶段。三．MAKA：www.maka.im优点：MAKA口号是简单、强大的HTML5创作工具。编辑界
面有新手（有模板）和高阶（无模板）两种编辑模式，提供一些特效模板，都是设置好的效果。模
板美观，大约60个。缺点：maka中提供的文字、图片样式都比较有限，不能修改表单，另外要使用
数据统计模板也有条件限制。免费版不提供添加外链，更遗憾的是，免费版也不提供自定义动效、
支付、导航、预约等功能。VIP账户价格略高，且不提供方案策划、H5传播等高级定制服务。适合
对功能要求不高的人。四．兔展：优点：兔展口号是像PPT一样制作移动H5页面。分为免费版、体
验版、VIP版，相对于其他平台而言，兔展的编辑页面简单易上手，DIY程度较高，动画实现方便。
模板多样，大约130个，精美度一般。同时兔展还提供H5定制，包括方案策划和新媒体传播。缺点
：兔展编辑界面大小不可调节，上传的图会比例失调，生成页面后在不同手机型号上显示会存在拉
伸现象。兔展免费版仅支持默认功能，体验版和VIP版价格偏高，性价比略低。兔展目前只支持
Safari和chrome浏览器。通过的小编的分析，有没有激发你对HTML5开发学习的渴望。那么小编就帮
人帮到底，如果你试图从事或者想转行投身于HTML5开发，那么千锋教育的HTML5开发是个不错的
选择，千锋是业内首家创建完整HTML5课程体系培训机构，无论是课程还是师资，都是HTML5职业
教育培育的有力保障。千锋教育：千锋西安校区：西安校区地址：西安市雁塔区高新六路52号立人
科技C座西区4楼培训咨询专线：029-咨询面授课程：全栈HTML5+培训、JavaEE+云数据培训、
Android课程培训,剑侠情缘之藏剑山庄 剑侠情缘3 剑侠情缘藏剑山庄 剑侠情缘电视剧 剑侠情缘2,剑
侠情缘三 剑侠情缘电视剧全集 剑侠情缘剧情 新剑侠情缘剑侠情缘3官网《剑侠情缘》是由金山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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