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展商推广与赞助方案 



服务包内容概要 

新媒体推广 

微信 
曝光机会 

媒体 

企业展示 

官网 
演讲赞助 

会议 
展期宣传 

硬广 

邮件/短信群发 

数据 



中国环博会凭借自身资源优势，自2014年3月开办官方微信订阅号“环

保圈”至今，粉丝量已逾6万专业人士，并仍处于快速增长阶段，微信

内容始终备受关注，阅读量大。 

现特为参展大客户提供展前、展中、展后微信推广机会。 

微信与新媒体推广 



展商新闻推送  RMB 2,000/次 

“环保圈”公众号近6万专

业人士关注。优质的企业新

闻，一次性送达6万行业人

士，为企业品牌宣传提供最

佳平台！ 

微信与新媒体推广 



嵌入广告投放  RMB 3,000/周 

“环保圈”公众号每周至

少3次推送的文章中，置顶

嵌入企业广告，原文阅读

设置企业网站连接。 

规格：900*150像素 

微信与新媒体推广 



观众邀请函定制  RMB 3,000/次 

       在展前1个月，进行展商个

性邀请函定制，内容包括参展

信息、企业简介、展示产品简

介、展台现场活动等。 

       制作完成后，将页面链接

交与展商，展商可以通过朋友

圈分享、QQ空间分享、QQ群

分享、企业官方微信分享等方

式，将参展信息广而告之。 

微信与新媒体推广 



展期同步新闻推送  RMB 5,000/篇 

       在展会开幕三天，官方微

信平台的阅读关注量是平时的

几倍，这三天是品牌曝光的绝

好时机。 

       在展中，展商提供企业参

展现场有趣、有亮点的图文信

息，平台编辑当天以现场报道

的形式进行推送。 

 

微信与新媒体推广 



中国环博会深耕中国环保产业17年，累积了40万+市政、设计院、工程

公司、工业用户数据，和4万+国际专业买家数据。最直接、最实效数

据库现对展商开放，助力参展商吸引目标客户亲临展位。 

邮件与短信群发 



邮件群发   

• 覆盖整个展期，持续发布

最新信息 

• 强大的观众数据库，追踪
预登记观众 

• 获取客户直接回馈 

 

广告位1 规格：540*60像素 

 

广告位2 规格：250*60像素 

广告位1：RMB 16,000/4期   

广告位2：RMB  8,000/4期 

邮件与短信群发 



短信群发  RMB 50,000/万条   

   
• 开展前及开展过程中，通过SMS发送贵司参展信
息，吸引行业目标客户亲临参观 

• 绝佳的即时消息平台 

• 直接发送给目标手机客户，增加会晤机会 

 

发送时间：开展前5天+展期4天（具体时间可协商） 

发送字数：不超过70字 

各位行业同仁：我司
参加2017年5月4-6日
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
心举办的中国环博会
IE expo 2017 ，展位
号码W2馆2522.欢迎
参观我司展台。               
****企业 

邮件与短信群发 



中国环博会已启动200+环保行业媒体、30+大众媒体、展会自有媒体（

官网，微信公众号，微博）、50+微信大号、自媒体人360°全方位全渠

道展会及参展企业推广计划，做到市政、工业、商用、民用领域市场

推广全覆盖. 

媒体曝光机会 



行业杂志联合广告  RMB 2,000/期   

主办方市场部已购买30+

环保行业杂志的广告。展
商可通过与主办方联合展
示广告，以最高性价比，
增加行业曝光量。 

 

规格：104*70mm 300dpi 

 

规格：87*70mm 300dpi 

媒体曝光机会 



行业媒体现场采访  RMB 5,000/家   

主办方每届展会都会邀请中

国环境报、中国环保在线等

20余家环保行业媒体，对现

场展商进行新闻采访，并在

展会期间实时发布在互联网。 

媒体曝光机会 



中国环博会的官网在整个展期吸引大量行业人士及买家的关注，展前1

个月的日均IP量高达6万。官网除了展示展会的基本情况，更开辟了展

商新闻、展商列表、领先企业、企业形象页面等参展企业展示内容。 

官网企业展示 



展商新闻提交  免费   

• 自助提交企业新闻 

• 实时更新到网站 

• 吸引更多展会观众莅

临展台 

官网企业展示 



展商风采页面  免费   

• 自助提交企业基本信息及

最新产品介绍 

• 实时更新到网站 

• 吸引更多展会观众莅临展

台 

 

官网企业展示 



领先企业展示  RMB 2,000元   

• 与行业龙头并肩而立 

• 独立页面展示 

• 彰显品牌实力 

官网企业展示 



中国环博会同期举办20余场高端论坛，议题覆盖水处理、固废处理、大

气治理、土壤修复、环境工程等行业热点。 

同时，在展前展后主办方开展每月一期的环保沙龙，深入全国各地工业

市政项目一线，将展商和展会信息带给千万买家。 

 

会议演讲赞助 



展商演示会 

•提供一小时会议室 

•提供会议现场投影、音响设备，
企业资料展示台 

•会后收到该场会议听众的数据，
包括邮箱地址 

•贵公司及会议主题、演讲者信息
介绍列入会刊 

•e-news软文介绍主题会议内容 

•微信推送介绍会议内容 

会议演讲赞助 

RMB 6,000 / 60 分钟/大会议室 

RMB 4,000 / 60 分钟/小会议室 



同期会议赞助  （请具体参考各会议赞助方案） 

•提供高端论坛嵌入式15分钟
演讲 

•权威行业协会、媒体承办，
保证高品质会议效果 

•会议宣传中高频次出现赞助
企业品牌 

•获取该场会议听众信息 

会议演讲赞助 



环保沙龙演讲赞助  RMB 5,000元/次 

•50人小型沙龙15分钟演讲 

•深入全国各地，满足展商广泛的
目标市场 

•权威行业协会、媒体承办，保证
高品质活动效果 

•活动宣传中出现企业品牌 

•获取该场会议听众信息 

会议演讲赞助 



中国环博会展会期间为展商品牌曝光提供大量现场印刷品广告赞助机会

。包括胸牌、吊绳、户外广告牌、包袋、礼品等多种形式。 

 

硬广展期宣传 



会刊彩色广告 

• 封底  RMB 20,000元  

• 封二  RMB 15,000元 

• 扉页  RMB 12,000元 

• 封三  RMB 10,000元 

• 彩色整版  RMB 5,000元 

• 彩色半版  RMB 2,500元 

 规格：210*141mm 300DPI 

硬广展期宣传 



展前预览广告 RMB 3000元 

• 展前观众强化邀请 

• 广告位大，震撼宣传 

• 强大的观众数据库发行 

• 观众留用 

 

  贴片广告： 

  尺寸 85*35mm / RMB 2,000 

 

  整版广告： 

  尺寸 210*297mm / RMB 

20,000 

硬广展期宣传 



现场地图  RMB 4000元 

• 展会现场派发5万份 

• 人手一份现场地图 

• 企业绝佳形象展示机会 

 

   贴片广告： 

   尺寸 80*40mm / RMB 2,000 

 

   整版广告： 

 尺寸 210*297mm / RMB 20,000 

 

硬广展期宣传 



展会资料袋    RMB 100,000 

您的品牌在现场及目标买家前得到,

与会者经常将资料袋带回办公室让

贵公司的品牌得到进一步的宣传 

•人手一份，发行数量5万个 

•贵公司介绍列入会刊 

•1则展会官方网站广告(120 x 60 

像素) 

硬广展期宣传 



观众礼品赞助 

• 全年行业相关展会派发 

• 企业绝佳形象展示机会 

• 足不出户，各大展会中企业品牌充分宣传 

• 2016年IE展现场派发 

    观众礼品：数量5万 RMB 50,000 

    VIP买家礼品：数量2000 RMB 60,000 

    开幕式贵宾礼品：数量500 RMB 50,000 

硬广展期宣传 



大会饮用水赞助  RMB 80,000 

• 50,000名展会现场VIP及观众人
手一瓶 

• 企业绝佳形象展示机会 

• 特色宣传品，更吸引眼球 

硬广展期宣传 



展会胸卡赞助 

• 贵公司标识印刷在所有参观者的胸卡上 

• 包括VIP/演讲者/普通观众/工作人员 

• 注册的参观者会收到电子版（邮件格式）
的通行证，上面印有贵公司的标识 

• 只有佩戴通行证的参观者才能进入现场 

 

   正面上层彩色广告： RMB 60,000 

   尺寸： 100mm(L)x36mm(H) 300dpi  

   背面下层彩色广告： RMB 70,000 

   尺寸：100mm(L)x90mm(H) 300dpi  

硬广展期宣传 



胸卡吊绳赞助  RMB 70,000 

• 所有的参观者都会佩戴胸卡绳 

• 参观完后带走并重复使用 

• 贵公司标识印刷在所有与会者的胸卡绳上 

• 数量50,000份 

硬广展期宣传 



现场签到处赞助  RMB 80,000 

• 贵公司广告出现在签到台正面 

• 贵公司标识出现在签到处背景
板上 

• 贵公司资料放入资料袋 

• 确保贵公司的名字在与会者到
达及离开时给他们留下深刻印
象!  

硬广展期宣传 



VIP休息区赞助  RMB 50,000 

针对VIP决策高层的独家宣传机会，
一站式触及VIP嘉宾 

•VIP邀请函上印制LOGO 

•VIP宣传材料上印制公司LOGO 

•会刊整版彩色广告一页 

•VIP休息区内享有独家展示区 

硬广展期宣传 



地板图片赞助  RMB 12,000/块 

• 各馆入口处地板图片赞助 

• 与会者往来最频繁，最显眼的位子!

（具体位置可协商） 

     规格：4m*2m  300dpi 

硬广展期宣传 



连廊公告栏  RMB 15,000/块 

• W1-W5馆&E1-E3馆穿梭连廊公
告板 

• 展馆间最佳位置！醒目广告牌！ 

    规格：3m*6m   

硬广展期宣传 



连廊悬挂横幅  RMB 50,000/组 

• W1-W5馆&E1-E3馆连接廊悬挂
横幅，分布广，覆盖面大，连续
反复的形象推广 

• 每组10幅，可协商展示位置 

     规格：5m*0.7m  双面 

硬广展期宣传 



室外移动立牌 

•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三个入口沿途 

• 观众无论是步行还是开车，入馆时都

不会错过如此醒目的广告 

 

  大型移动立牌： 

  尺寸 5m*8m 单面 / RMB 18,000 

  小型移动立牌： 

  尺寸 5m*4m 单面 / RMB 9,000 

硬广展期宣传 



移动式展馆指示牌 

• 位于所有广告的最醒目处，吸引更多的
观众参观贵公司的展台。务失良机！ 

• 贵公司的整体形象或者司标和展台号将
出现在移动式展馆指示牌 

• 位置: 室内展馆外的广场上醒目位置 

 

  三面： 

  尺寸： 4m*5m*3面 / RMB 24,000 

  两面： 

  尺寸 ：4m*5m*2面 / RMB 16,000 

硬广展期宣传 



双面广告指示牌  RMB 4,000/块 

• 位于所有广告的最醒目处，吸引
更多的观众参观贵公司的展台。
务失良机！ 

• 贵公司的整体形象或者司标和展
台号将出现在移动式展馆指示牌 

• 位置: 室内展馆外的广场上醒目位
置 

 

  尺寸： 1m(L)×2.5m(H)   

硬广展期宣传 



硬广展期宣传 



IFAT 全球系列展 



中贸慕尼黑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电话：(86) 21 2352 1111 

传真：(86) 21 2352 1088 

邮箱：ie-expo@mmi-zhongmao.com 

网站：www.ie-expo.cn 

2017年5月4-6日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W1、W2、W3、W4、W5、E1、E2 、E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