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展览&市场推广机会索引
Lndex to exhibition & Promotion opportunities

展前的推广 Before the Exhibition

1. 参观券 Invitation Advertisement

2. 展会官方网站的宣传 Advertisement of the Official Website

展会期间的推广 During the Exhibition

3. 展报 Exhibition newspaper

4. 展商技术交流会 Exhibition Technical Seminar

5. 参观指南(独家赞助) Visitor Guide (Sole Sponsorship)

6. 参观证赞助 Certificates Sponsorship

7. 手提袋 Visitor bag

8. 展会现场 Ad of The Hall

9. 地面向导 Ground Guide

10. VIP贵宾礼品(独家赞助) VIP Gift (Sole Sponsorship)

展会现场广告 Ad of The Hall

注：所有广告，请企业提供设计成稿，报价内不含平面设计及设计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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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前的推广 Before the Exhibition

2. 展会官方网站的宣传 Advertisement of the Official Website

1. 参观券 Invitation Advertisement

参观券是展前宣传中，让观众了解企业，了解产品的最有

效的方法，也是直接将买家吸引到展位上的最有效的方法之

一，100，000张参观券将通过我们庞大的数据库及客服部门

的专业渠道直接发到观众手中。目标观众主要是上一届展会的

观众，VIP 贵宾/主要买家及重要的专业团体。同时，参观券

还将随着几十家的国际、国内知名的专业杂志一起邮寄到用户

手中，达到流通最大化的效果。

■ 规格 Specification

网站全新推出参展企业形象栏，主要展示您的企业

形象、展出展品，在您在展前使关注展会的人士提前了

解您的主推产品，宣传先人一步。据上年度统计，展会

官网每天点击率约 8000人次，专业人士高浏览率将为您

带来极高的回报！

展会首页位置翻页链接

规格（像素）：282（高）*1199（宽）

价格：CNY 10,000元/每月



展期的宣传 During the Exhibition

3. 展报 Exhibition newspaper

展报是展会邀请观众重要的宣传材料，让观众

第一时间了解展会的情况和参展企业，从观众邀约

工作开始直至开展前，地推、扫街、一对一拜访，

展报无处不在。

■ 规格 Specification

广告尺寸技术要求：

—出血版页尺寸— 245mm(高)*110mm(宽)

—技术要求— 颜色：4色，分辨率：300

价格：CNY10,000

4. 展商技术交流会 Exhibition Technical Seminar

通过信息化的介绍，为您的潜在客户加深印象，在展会现场的交流会中，您展示的公司形象和产品，

传达您的想法和先进理念，面对面地回答客户的问题。使潜在客户对贵公司及产品有最深刻的认识，我

们将在展前的所有推广活动中宣传您的技术交流会，并为您提供所需的场地及设备。



5. 参观指南（独家赞助） Visitor Guide (Sole Sponsorship)

6. 参观证赞助 Certificates Sponsorship

20000 名专业观众将佩戴着印有贵公司广告的参观证！正面

印有展会信息，背面印有贵公司广告，采购商参观证将发放给每

一位到场参观的观众，使每一位观众第一个看到贵公司的宣传，

第一个了解贵公司！

尺寸技术要求：

—尺寸— 125mm(高)×85mm(宽)

—技术要求— 颜色：4色，分辨率：300

说明：吊带单色单面印字

价格：CNY 80,000 / 20000套（含制作费）

每位观众入场参观得到的第一份资料就是参观指

南，其中包括展会整体规模的平面图，各馆参展企业

具体分布的位置，展会期间的活动以及展馆内各个服

务区、会议区的位置。贵公司的产品出现在参观指南

就是让观众第一个看到的企业。

尺寸技术要求：

—尺寸— 210mm(高)×140mm(宽)

—技术要求— 颜色：4色，分辨率：300

价格：内页 CNY15,000 / 2万张

封底 CNY30,000 / 2万张

注：请企业提供设计样稿，报价包含制作费不含设计。



7. 手提袋 Visitor bag

展会手提袋是展会现场最有效宣传方式！印有展会标识

和贵公司广告的手提袋，将会派送给专业买家及所有到场观

众，用以携带会刊、参观指南以及其它展会上所收集的资料，

是展会上曝光率最高，效果最好的宣传推广。

尺寸技术要求：

—尺寸— 440mm(高)×330mm(长)×70mm(宽)

制作说明：80g 全新无纺布 单色印字

价格：CNY 20,000元/5000个（含制作费）

注：请企业提供设计样稿，报价包含制作费不含设计。

8. 地面导引 Ground Guide

地面导引可将观众直接引导致您的展位！在贵公司所在展馆

的各出入口及通道的地毯上粘贴标有贵公司展位号的导示，以箭

头的方式提醒并引导观众参观您的展台。

尺寸(毫米)：

—尺寸— 80mm(高)×100mm(宽)

价格：CNY 10,000/50个

注：请企业提供设计样稿，报价包含制作费不含设计。



9. VIP贵宾礼品独家赞助 VIP Gift (Sole Sponsor)

展会的 VIP贵宾、重要嘉宾及参观团都将得到大会的精美

礼品，礼品上有贵公司及大会的 LOGO，为观众做到细台致入

微的服务，贵公司可迅速打开产品市场、展示公司实力、巩固

行业地位。

价格：CNY 10,000元



展会现场广告 Ad of The Hall

展会现场直观的宣传，随处可见贵公司的宣传将第一时间吸引观

众的眼球，吸引来自各地的买家到贵公司的展台参观，是贵公司绝佳

的宣传推广机会！

截止日期：展会前 20 日，

组委会负责第一次制作及安装，如展期更换画面费用自理。

注：请企业提供设计样稿，报价不含设计费。

1、展馆正门竖版条幅

尺寸技术要求：

—出血版页尺寸—2.9m(宽)*13m(高)

—技术要求— 颜色：4 色，分辨率：30

价格：CNY 15,000 元/幅

2、户外水旗

尺寸技术要求：

—出血版页尺寸—1.2m(宽)*3.5m(高)

—技术要求— 颜色：4 色，分辨率：100

价格：CNY 1,000 元/个



3、L1层扶梯上方吊旗（双面）

尺寸技术要求：

—出血版页尺寸—5m(宽)*3m(高)

—技术要求— 颜色：4 色，分辨率：30

价格：CNY 15,000 元/块

4、L1层 LED显示屏

尺寸技术要求：

—出血版页尺寸—1296(宽)*192(高)

—技术要求— 颜色：4 色，分辨率：72

价格：CNY 20,000 元/屏

5、扶梯两侧玻璃（1、4、5层）

尺寸技术要求：

—出血版页尺寸—0.58m(宽)*17m(高)

—技术要求— 颜色：4 色，分辨率：100

价格：CNY 6,000 元/10 幅

6、吊旗 1（L4层展厅内主通道两侧）

尺寸技术要求：

—出血版页尺寸—8m(宽)*4m(高)

—技术要求— 颜色：4 色，分辨率：30

价格：CNY 12,000 元/幅

8、吊旗 3（L4层展厅 展位上方）

尺寸技术要求：

—出血版页尺寸—3.5m(宽)*1.5m(高)

—技术要求— 颜色：4 色，分辨率：30

价格：CNY 6,000 元/幅

7、吊旗 2（L4层展厅内横向主通道）

尺寸技术要求：

—出血版页尺寸—6m(宽)*2.5m(高)

—技术要求— 颜色：4 色，分辨率：30

价格：CNY 8,000 元/幅



10、柱子灯箱（4层通向展厅过道上）

尺寸技术要求：

—出血版页尺寸—0.86m(宽)*1.2m(高)

—技术要求— 颜色：4 色，分辨率：100

价格：CNY 2,000 元/块

9、L2、L4层展厅内广告牌

尺寸技术要求：

—出血版页尺寸—6m(宽)*3m(高)

—技术要求— 颜色：4 色，分辨率：30

价格：CNY 8,000 元/幅

11、LCD显示屏（2层电梯口五连屏）

尺寸技术要求：

—出血版页尺寸—509m(宽)*57.3m(高)

—技术要求— 颜色：4 色，分辨率：72

价格：CNY 15,000 元/屏

12、LCD显示屏（4层展厅门口两侧竖版）

尺寸技术要求：

—出血版页尺寸—120.9m(宽)*68m(高)

—技术要求— 颜色：4 色，分辨率：72

价格：CNY 2,000 元/块

13、LCD显示屏（5层会议室正门横幅）

尺寸技术要求：

—出血版页尺寸—120.9m(宽)*68m(高)

—技术要求— 颜色：4 色，分辨率：72

价格：CNY 2,000 元/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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