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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1 特惠组合 1 (全新)

申请截止日期：2018年8月3日

(P) 特惠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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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以下项目:

1. 以下其中一个赞助方案:

- A01a 纪念品 - 便利贴
- A01c 纪念品 - 化妆袋

2. 电子会刊 - 精彩推荐版面

赞助费：8,000 美元
人民币56,000

P02 特惠组合 2 (全新)

申请截止日期：2018年8月3日

包含以下项目:

1.A03b 纪念品/宣传品派发服务 (館內问询处)

2.电子会刊 - 精彩推荐版面

赞助费：5,000 美元
人民币35,000



A01 纪念品
申请截止日期：2018年8月3日

(A) 赞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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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品将于展会入口登记处派发。

• 赞助商标志(单个, 单色印刷)将与展会标志同时印
制在纪念品上

• 赞助萤幕抹布包括印制广告于抹布上
• 设计方案需经过主办单位最终审核
• 赞助费包含制作费
• 多个赞助名额

赞助费：
便利贴 - 10,000 美元 / 人民币70,000 (10,000份)

萤幕抹布 - 8,000 美元 / 人民币56,000 (5,000份)

化妆袋 - 10,000 美元 / 人民币70,000 (5,000份)

A02 展会提袋
申请截止日期：2018年8月3日

展会提袋将于入口登记处免费向观众派发。

• 赞助商标志(单个) 和 / 或广告(四色印刷)将出现在提袋的其
中一面，另一面为展会标志或广告

• 设计方案需经过主办单位最终审核
• 赞助费包含制作费
• 独家赞助

赞助费：10,000美元 / 人民币70,000 (2,000份)

A03 纪念品/宣传品派发服务 (全新)

申请截止日期：2018年8月3日

主办单位安排专人于指定位置向观众派发展商的纪念品/宣传
品。

• 纪念品/宣传品由展商提供
• 地点由大会主办单位决定
• 赞助费按纪念品派发量而定, 详情请与我们联络。
• 每个地点最多4家联合赞助

赞助费：
(a) 观众登录厅 (北): 10,000美元 / 人民币 70,000 (5,000 份)

(b) 館內问询处: 5,000美元 / 人民币 35,000 (5,000 份)



(B) 印刷品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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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1 书签
申请截止日期：2018年8月3日

书签将加插在参观指南于问询台和主办单位办公室派发给参展
商和观众。

• 赞助商标志(单个)和/ 或广告(4色印刷)将与展会标志同时印
制在双面书签上

• 设计方案需经过主办单位最终审核
• 赞助费包含制作费
• 尺寸：60毫米(宽) x 156毫米(高)

(出血尺寸: 66毫米(宽) x 156毫米(高))

赞助费：3,150 美元 / 人民币22,000 (7,000份)

B02 电子会刊
申请截止日期：2018年8月3日

电子会刊将在展期及展后提供给所有的与会者! 它全面地展示展
会信息, 包括展会平面图, 展商名单,研讨会日程等等, 并使您得
到更多的商业机会。

精彩推荐版面

赞助费： 2,000 美元
人民币14,000 



C01        展馆外围主出入口围栏广告
规格:          3米 (高) x 12米 (宽)

位置:          展馆出入口围栏上两侧

价格:          5,500 美元

人民币38,500

C03 一层车道墙边灯箱广告
规格:          2.2米(高) x 4米(宽)

位置: 0米层车道墙边
价格:          1,400 美元

人民币9,800

(C) 现场广告方案

C02 东登录厅入口两侧落地看板
规格: 4米(高) x 8米(宽)

位置: 东平台入口
价格: 5,000 美元

人民币3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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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价格包含制作费及发布费。现场广告申请截止时间为2018年8月3日。请于2018年8月3日前提交合适的制作档案。
有关广告位置，可与主办单位查询。
以上图片只供参考并由国家会展中心(上海)提供, 一切以实物为准。
实际供应视情况而定。

C04 北广场落地看板广告 (全新)
规格:          (a) 4米(高) x 8米(宽) 单面

(b) 4米(高) x 8米(宽) 双面
位置:          北厅入口
价格:          (a) 5,500美元 / 人民币38,500

(b) 11,000美元 / 人民币77,000

C05 北及东厅前天井内自动扶梯梯身广告
规格: (a) 1.5米(高) x 15米(宽)

(b) 1.5米(高) x 14米(宽)

(c) 1.5米(高) x 13米(宽)

位置: 北及东厅天井内自动扶梯
价格:          2,600美元 / 面

人民币18,200 / 面

C06 东会展大道8米层天井挂画广告 (全新)
规格: (a) 2.8米(高) x 16米(宽)

(b) 2.8米(高) x 11米(宽)

位置: 东厅天井
价格: (a) 7,000美元 /人民币49,000 / 面

(b) 4,800美元 /人民币33,600 / 面



C07 休闲椅广告
规格: 1.65米 (宽) x 0.44米(高) / 张

(100 张为一套装)

位置: 一层, 二层及夹层的人群聚集区, 餐饮
区, 地铁, 公交疏散区, 圆楼休息区

备注: 休闲椅广告
价格: 15,000 美元 / 套装

人民币105,000 / 套装

(C) 现场广告方案(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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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价格包含制作费及发布费。现场广告申请截止时间为2018年8月3日。请于2018年8月3日前提交合适的制作档案。
有关广告位置，可与主办单位查询。
以上图片只供参考并由国家会展中心(上海)提供, 一切以实物为准。
实际供应视情况而定。

请联系我们:

法兰克福新时代广告(深圳)有限公司
联系人:邓峰先生/刘盛桧先生/蔡智聪先生
电话:   +86 755 8299 4989 内线 535 / 537 / 536

传真:   +86 755 8299 2015

邮箱:   sponsorship@hongkong.messefrankfurt.com

mailto:sponsorship@hongkong.messefrankfur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