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展会+论坛+品牌评选+晚宴+广告=生态品牌宣传

相信品牌的力量





A-001.  展会纪念品

让您的目标观众带着纪念品高兴而归

公司司标及主页网址印在特制的纪念品上

纪念品可以在观众登记处、贵宾室、买家接待处、
研讨会以及其他指定地点发放
根据所选商品定价

截止日期: (送交样品/送交成品)
IBTE  Shenzhen 2017：
2017年10月30日



A-002.  工作人员制服

提升您的公司形象!  展会所有工作人员都穿着印
有贵公司司标和臂章的T恤

贵公司在业内的主导地位在展会现场尽显无遗: 观
众登记处、研讨会会议室：贵宾休息室

价格面议
截止日期: (送交公司标识数码文档) 
IBTE SHENZHEN2017: 2017年10月30日



A-003.  瓶装矿泉水

有力提升您的品牌形象！
为观众免费供应印有贵公司司标和产品形象瓶装水
向每一位口渴的观众宣传您的产品及至尊服务 
仅限2位参展商，每家可派发8000瓶

截止日期: (送交公司标识数码文档) 
IBTE  Shenzhen 2017: 2017年10月30日

价格：RMB 63,000/8000瓶（含制作费）



A-004.  入口处广告牌

（深圳） 入口处:  展会大厅入口处设有
两块大型布告牌，来访者一进大厅就能
看到。
 
规格：6m宽x 5m高
价格：RMB 48,000 （含制作费）
每展馆限放3家企业

截止日期: (送交数码文档) 
IBTE Shenzhen 2017 
2017年10月30日



引导您的目标观众直达您的展位!  
在展会门厅或者展厅预选位置的地面上贴上贵公
司的展台号码，并以箭头引导观众
无论观众在展会现场的哪个角落，地面标记都会
提醒并引导观众前往您的展台

A-005. 地贴广告（菱形）

规格：3mW x 3mH, 4色
价格：RMB 30,000 /张 （含制作费）

截止日期: (送交高清晰数码文档) 
IBTE Shenzhen 2017: 2017年10月30日



主入口全色液晶彩屏：动态画面循环播放，吸引您的客户！
主入口设有一对大型液晶彩屏，从主入口外面就能清晰地看见。
极具广告效应。
位置: 北门入口液晶显示屏， 两块LED需要一起租赁
 

A-006. 数字屏幕广告

规格：11.3mW*8.5mH*2个
价格：RMB 150,000/2个/3天
          RMB 80,000/个/3天



A-007. 现场横幅
（东/西门入口平台外墙）

让您的买家第一眼就印象深刻！
位置：入口平台外墙左右各一，
东西入口各2个位置

规格：17.5mH*4mW
可售数量：4
价格：RMB 48,000/条 (含制作费)

截止日期: (送交高清晰数码文档) 
IBTE Shenzhen 2017: 2017年10月30日



让您的买家第一眼就印象深刻！
大厅入口横幅 ，准备入场的观众将在第一时间看
到贵公司的醒目广告！

A-008. 现场横幅（北入口厅）

规格：14mH*4m W
可售数量：3    

价格：RMB 48,000 /条(含制作费)

截止日期: (送交高清晰数码文档) 
IBTE Shenzhen 2017: 2017年10月30日



A-009. 现场横幅（北门幕墙外）

让您的买家第一眼就印象深刻！
位置：二楼正面幕墙

规格：11.2mW*4.7mH，东西门各1幅
价格：RMB 48,000/幅

截止日期: (送交高清晰数码文档) 
IBTE Shenzhen 2017: 2017年10月30日



A-010. 现场横幅（展厅内挂幅）

厅内横幅悬挂在主通道上方的醒目位置，
吸引更多观众！

规格：4mW*6mH
价格：RMB 35,800/幅

规格：5mW*8mH        
价格：RMB 55,800/幅

规格：6mW*8mH
价格：61,800元/幅

截止日期: (送交高清晰数码文档) 
IBTE  Shenzhen 2017: 2017年10月30日



A-011. 现场横幅(展厅内条幅-电梯）

让您的买家第一眼就印象深刻！
位置：1号展厅观光电梯
规格：3mW*12.6mH，喷绘

可售数量：2
价格：RMB 18,000/幅

截止日期: (送交高清晰数码文档) 
IBTE  Shenzhen2017 : 2017年10月30日



A-012. 现场横幅
（东入口2楼观众登记平台）

让您的买家第一眼就印象深刻！
位置：东入口里面观众登记平台两侧广告牌
规格：6mW*5mH
可售数量：2
价格：RMB 48,000/条 (含制作费)

截止日期: (送交高清晰数码文档) 
IBTE Shenzhen2017 :
2017年10月30日



A-012. 现场横幅
（东入口2楼观众登记平台）

让您的买家第一眼就印象深刻！
位置：东入口里面观众登记平台两侧广告牌
规格：6mW*5mH
可售数量：2
价格：RMB 48,000/条 (含制作费)

截止日期: (送交高清晰数码文档) 
IBTE Shenzhen2017 :
2017年10月30日



A-012. 现场横幅
（西入口2楼平台两侧）

让您的买家第一眼就印象深刻！
位置：西入口2楼平台两侧横幅

规格：15mW*1.3mH
可售数量：2
价格：RMB 15,000/条 (含制作费)

截止日期: (送交高清晰数码文档) 
IBTE Shenzhen2017 :
2017年10月30日



A-013.现场横幅（西门入口电梯处）

让您的买家第一眼就印象深刻！
西门入口电梯横幅广告
每位经过的观众都会看到

位置: 东西入口电梯处
规模：10.2mH *3mW
可售数量：2
价格：RMB 28,000/条 (含制作费)

截止日期: (送交高清晰数码文档) 
IBTE  Shenzhen2017 : 2017年10月30日



A-013.现场横幅（西门入口电梯处）

让您的买家第一眼就印象深刻！
西门入口电梯横幅广告
每位经过的观众都会看到

位置: 东西入口电梯处
规模：10.2mH *3mW
可售数量：2
价格：RMB 32,000/条 (含制作费)

截止日期: (送交高清晰数码文档) 
IBTE  Shenzhen2017 : 2017年10月30日



A-014. 现场横幅（面向展厅）

让您的买家第一眼就印象深刻！
位置：展厅内二楼观展平台护栏

规格：26mW*1.2mH，喷绘
可售数量：13
价格：RMB 28,000/幅

截止日期: (送交高清晰数码文档) 
IBTE  Shenzhen2017 : 2017年10月30日



A-015. 室内立式广告板

让买家第一眼就可以看到您的形像和资讯

位置：室内
规格：2mL*3.5mH*0.5mW
可供数量：20个
价格：RMB 8000/块 （5块起订）

截止日期: 四色喷绘
IBTE Shenzhen2017 : 2017年10月30日



A-016. 室内幕墙

巨型醒目，让您的买家第一眼就印象深刻！

位置：二楼服务区5、6号馆门上幕墙
规格：14.65mW*7.08mH
可供数量：2幅
价格：RMB 83000

截止日期: 四色喷绘
IBTE Shenzhen2017 : 2017年10月30日



A-017. 室外条幅

让您的买家第一眼就印象深刻！

位置：南北面幕墙
规格：24mW*2.5mH
可供数量：北面12幅，南面8幅
价格：RMB 26000/幅

截止日期: 四色喷绘
IBTE Shenzhen2017 : 2017年10月30日



A-018. 南北通道室外条幅

让您的买家第一眼就印象深刻！

位置：南北通道
规格：29.5mW*2.5mH
可供数量：1-2号馆1幅、1-9号馆1幅、
                 4-5号馆1幅、6-7号馆1幅
价格：RMB 22000/幅

截止日期: 四色喷绘
IBTE  Shenzhen2017 : 2017年10月30日



A-019. 室内条幅

让您的买家第一眼就印象深刻！

位置：服务区三楼玻璃栏杆
规格：12mW*1.2mH
可供数量：20幅
价格：RMB 15000/幅

截止日期: 四色喷绘
IBTE  Shenzhen2017 : 2017年10月30日



A-020. 室内条幅

论坛及会议区域高端定位，让您的买家印象深刻！

位置：5楼中厅上方玻璃护栏
规格：24mW*1.2mH
可供数量：20幅
价格：RMB 20000/幅

截止日期: 四色喷绘
IBTE  Shenzhen2017 : 2017年10月30日



首页横幅，最醒目位置，翻帧
超链接到贵公司主页

B-001. 网页横幅

价格：RMB 10,000/展前1个月
        

尺寸：985*148像素
格式：JPG
可售数量：5



B-002. 网页独家通栏

首页独家通栏广告
超链接到贵公司主页

尺寸：700*90像素
格式：JPG/GIF
可售数量：2

价格：RMB 25000/展前3个月
          RMB 10000/展后1个月
         



B-003. 右侧广告

首页右栏广告
超链接到贵公司主页

尺寸：240*100像素
格式：JPG/GIF
可售数量：4

价格：RMB 6,000/展前3个月
          RMB 3,000/展后1个月
          RMB 12,000/全年



B-04. 网站预登记页面横幅

预登记页面横幅

超链接到贵公司主页

尺寸：728×29像素
格式：JPG/GIF

价格：RMB 36,000/展前4个月



B-006. 展商列表（黄金方案）

B-007. 展商列表（白银方案）
价格：RMB 2,000 每家/年

价格：RMB 3,000 每家/年



• 客户定制EDM群发服务，群发数据库

由客户指定按地区，职位，行业分类等

• 注意:若客户对地区或者职位等数据库

信息筛选要求较高，价格则需再行商议

B-008. 电子邮件群发（定制版）

EDM设计需赞助商提供，EDM设计及
主题需要得到主办方认可

价格：RMB 10,000/1,000条



C-002. 官方微信发布

• 更精准的商务推广渠道，9500+粉丝订阅，
• 服务号每周发布一次，订阅号每周发布2-3次
• 提升贵公司被关注度，最直接有效信息推送

A：大图文信息（标题30字以内，1张封面大
图，内容配图不超过5张）
价格：RMB 5,000/次

B：微信新闻点击内页，LOGO广告位
价格：RMB 30000/年

C：小图文信息（标题30字以内，1张封面小
图，内容配图不超过5张）
价格：RMB 3000/次

D：自动回复文字，可根据自动回复发送贵
司图文信息，增加曝光度
价格：RMB 3000/年

A

B



• 群发手机短信-最有效、最直接地将贵司信息发送
给展会预登记观众，帮助提升贵司的被关注度！

• 目标人群：预登记观众
• 数量：约15,000名
• 以上价格仅限于使用本公司观众数据库，如需增加

其他数据库，需收取录入费用

 上午10:00 下午 13:00  上午10:00 下午 13:00
展前两天 RMB 8,000 RMB 8,000 展会第一天 RMB 15,000 RMB 12,000
展前两天 RMB 10,000 RMB 10,000 展会第二天 RMB 10,000 RMB 10,000
展会第一天 RMB 15,000 RMB 12,000 展会第三天 RMB 9,000 RMB 8,000

公司/活动简介（70字以内）需符合国家规定

C-003. SMS 手机短信群发

【贺励】 尊敬的***, IBTE  

Shenzhen 锂电展将于11

月27-29日开幕，***公司

将携新品展示，欢迎莅临

***展位！回复TD退订



IBTE 合作媒体：60余家行业媒体，另有头条等热

门APP合作方，在主办方新闻稿中植入贵公司信

息，增加曝光度

C-004. 合作媒体新闻稿发布

根据贵司提供公司/活动简介/图片等素材编辑

价格：RMB 5,000/次



• 多达20万份请柬适时发往我们数据库内的观众
• 请柬发往历届展会观众、贵宾买家以及行业代表团 
• 请柬同时会夹寄在20多家中外主流专业媒体上 

D-001. 观展邀请广告

两个独立单页：净尺寸93mmW*210mmH
             价格：RMB 30,000

一个跨页广告：净尺寸186mmW*210mmH
             价格：RMB 50,000

四周加出血3mm颜色: 4 色

截止日期前提交数码文档：
IBTE  Shenzhen 2017: 2017年10月30日 



• 特制请柬送达贵公司的目标客户，使贵公司与众不     
同处一目了然，在展会中抢先获得优势

• 贵公司最新的产品信息及图片将以插页夹带形式插入
展会请柬

• 使用数据库：我们可以根据贵公司的要求，将请柬送
达数据库中精选出的目标客户

D-002. 特制请柬

尺寸：186mmW×210mmH（两折页）
最小量：1000份

价格：RMB 10,000/1,000份（含排版制作费）

截止日期：
IBTE  Shenzhen2017: 2017年7月31日 



D-003. 展前快讯

• 展前一个月吸引目标买家

• 展前快讯是您吸引客户的一个绝佳的机

会。贵宾买家来访之前只需要这本手册，

就可以得到参观展会所需要的所有重要

信息。

• 展前快讯将发往业内1万名决策者

净尺寸：210mmW x 279mmH
出血线：每边3mm，规格: 4色
价格：RMB 5,000/页(内页)
          RMB 8,000/页(封底)

截止日期: 提交数码文档 
IBTE  Shenzhen2017: 2017年10月30日 



D-004. 参观手册广告

• 在展位平面图旁的广告
尽早为您的广告选择合适的位置

• 可位于展位图页、 技术研讨会日程页
以及手册封底的抽奖活动页

• 每个展馆的展位图仅预留一至两个广
告位
规格：65mmW* 170mmH
价格：RMB 13,200

规格：65mmW* 80mmH
价格：RMB 7,100
300dpi+ jpg/tiff/pdf，颜色：4色

印制公司司标
4 色, 仅对72平方米以上的展位(含72
平米) 提供此项广告服务
价格：RMB 2,500

截止日期：IBTE  Shenzhen2017: 
2017年10月30日



• 在参观手册上各位置做广告

• 参观手册是现场观众和展商了解

展会最直观、最重要的途径

D-005. 参观手册广告

净尺寸：200mmW*140mmH
每边3mm出血
颜色：4色

封底：RMB 25000
封面内页（封二）：RMB 20,000 
封底内页（封三）：RMB 15,000
第3页或第4页（正面或背面）扉页：RMB 20,000  
彩内页：10,000

截止日期：IBTE  Shenzhen2017: 
2017年10月30日



D-006. 展会会刊广告

展会会刊在开展及展会结束后均能发挥巨大功效!

开展时向展商、来访者、贵宾买家派发展会会刊。
展会结束后向未能到访的各国使领馆、贸易协会
和国外客户寄送展会会刊。

全页广告：210mmW*285mmH（不含出血）
每边 3mm 出血

封底：RMB 25，000
封面内页（封二）：RMB 15000
封底内页（封三）：RMB 10000
扉页： RMB 15,000  
普通彩内页：RMB 8,000

截止日期: (提交数码文档的公司标识) 
IBTE  Shenzhen2017: 2017年10月30日.

.



• 展会会刊在开展及展会结束后均能发挥

巨大功效!

• 开展时向展商、来访者、贵宾买家派发

展会会刊。

• 展会结束后向未能到访的各国使领馆、

贸易协会和国外客户寄送展会会刊。

价格：RMB 20,000，彩色

D-007. 展会会刊广告（中段Belly Band）

截止日期: (提交数码文档的公司标识) 
IBTE  Shenzhen2017: 2017年10月31日..



作为电子行业的供应商，您可以选择将贵司基本信
息出现在我们的会刊信息中

上万本发行量，放送到展会展商，展会观众，电子
行业贸易机构，行业协会，及众多海内外未能莅临
展会现场的买家及专业人士

陈列信息
公司名称
公司地址
公司地址电话, 传真, 邮箱和网址.
公司标识

D-008. 会刊-公司标识

价格：RMB 2,000/家

截止日期: (提交数码文档的公司标识) 
IBTE  Shenzhen2017: 2017年10月31日



D-009. 展会会刊广告（书签）
展会会刊在开展及展会结束后均能发挥巨

大功效!

• 开展时向展商、来访者、贵宾买家派发

展会会刊。

• 展会结束后向未能到访的各国使领馆、

贸易协会和国外客户寄送展会会刊。

价格：RMB 20,000/家，彩色
截止日期: (提交数码文档的公司标识) 
IBTE  Shenzhen2017: 2017年7月31日



D-010. 观众胸卡吊带
• 让上万前来参观展会的观众戴上印有您公

司司标的胸卡吊带

• 每一位观众一进入展厅，就会戴上印有贵

公司司标的胸卡吊带

• 吊带上印有贵公司的司标及主页网址 

• 制作良好的胸卡吊带在展会后还能产生巨

大的广告效应

价格：RMB 60,000/预估数量5万条

规格： 18mmW

赞助商自行制作运输截止日期: (提交数码文档的公司标识) 
IBTE  Shenzhen2017: 2017年7月31日



D-011. 观众胸卡
• 给前来参观展会的约50,000观众戴上印有您

公司司标的胸卡！ 

• 每位观众在进入展厅后都会戴上标有贵公司

司标的胸卡

• 印上贵公司的司标、网址以及展位号，让整

个展会的观众都能感受到贵公司的影响力

• 只有一家公司能够得到这个机会!

截止日期: (提交数码文档的公司标识) 
IBTE  Shenzhen2017: 2017年10月30日

胸卡下面广告条 (8-A):  80mm*100mm 

人民币 60,000元/50000  （独家赞助）

注：胸卡上面广告条 (8-B):  50mm*100mm 已售（独家赞助）



D-012. 观众资料袋
• 让来访者提着印有贵公司司标的资料袋

参观整场展会! 

• 每一位观众在登记时都会得到一个。

• 资料袋供观众放置参观手册及各种展会

上收集到的资料。

• 仅限2位赞助商! 

规格：406mmW x 508mmH, 4 色
          （两个侧面、反面均可放置企业广告）
价格：RMB 50,000 /预估数量/3万件
赞助商自行制作运输

截止日期: (提交数码文档的公司标识) 
IBTE  Shenzhen2017: 2017年10月30日



D-013. 展商胸卡吊带
• 约6000名展商现场工作人员

• 展会期间，每位展商现场工作人员会戴上

印有贵公司司标的胸卡吊带

• 吊带上印有贵公司的司标及主页网址

• 制作良好的胸卡吊带在展会后还能产生巨

大的广告效应

价格：RMB 30,000/预估数量6,000条

规格：18mmW

赞助商自行制作运输截止日期: (提交数码文档的公司标识) 
IBTE  Shenzhen2017: 2017年10月31日



E-001. 贵宾晚宴赞助

主办方组织的答谢酒会
和重要买家客户建立联系的独一无二的黄金机会！
1.贵公司的司标出现在红酒会现场
2. 贵公司的产品资料陈列在红酒会现场
3. 贵公司作为此项活动的赞助商，和主办方一起向所有来访贵宾致答
谢函 ，在展后扩大市场影响力
4.可在红酒会现场放置海报/背景板Logo，外墙Logo，前台资料摆放，
专用桌子

价格详询销售





E-003. 现场抽奖活动
独家赞助幸运抽奖，可以使赞助商在展前宣传资料中就

受到青睐，外加下列独家拥有的特权：

1.所有来访观众都会得到一张印有贵公司司标的抽奖券

2. 强化贵公司的品牌形象，尤其在抽奖区增加背板

3. 冠名抽奖，在业内树立您的商誉 

价格：RMB 60000  仅限独家赞助





会场广告牌    RMB 18000 

花篮赞助         RMB 3000

X展架              RMB 3000

座椅套           RMB 30000

胸牌吊绳赞助商 RMB 30000

演讲助商       RMB 30000

展位助商       RMB 13800

总冠名赞助：RMB 25万

钻石赞助：RMB 20万

白金赞助：RMB 18万



总冠名赞助：  RMB 25万

钻石赞助：        RMB 20万

白金赞助：       RMB 18万

晚宴赞助：        RMB 10万

入场礼品赞助：RMB 5万

酒水赞助：    RMB 5万

广告牌赞助：RMB 2万

花篮赞助：  RMB 3000

座椅套：     RMB 3万          

演讲赞助：RMB 3万          



Tel: +86-21-61170511
Email: heli@heliexpo.com.cn
Web: www.ibtechina.com
Address: 上海普陀区祁连山南路2888号
     （耀光中环大厦）A座15楼A

欢迎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