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9月13至15日
上海展览中心

数字推广
• 扩大产品与服务的曝光率
• 通过电子平台增强品牌的认可性

数字推广 – 网络推广
D01 - D02: 升级媒体推广组合 (金或银)
所有展商一经确认参展，将自动获得银级媒体推广组合服务 (原价人民币900)，而金级媒体推广组合包含更多产品信
息及关键字。媒体推广组合于展会官方网站 www.il-china.com 中的“2018 展商搜索”页面显示，使观众能更快查找
到展商，参展价值全面提升。
D01: 银级媒体推广组合

D02: 金级媒体推广组合

人民币 900 (本年度赠送)

人民币 1,500





















图公司名称
展位号
产品分类
公司标志
公司地址
电子邮箱及网址
1 份公司简介 (图片 + 文字)
1 份产品简介 (图片 + 文字)
3 个关键字

请联系我们:
法兰克福展览（香港）有限公司
联络人：施妮娜 小姐 / 赵清 先生
电话：+852 2238 9908
传真：+852 2519 6800
电邮：digital@hongkong.messefrankfurt.com

公司名称
展位号
产品分类
公司标志
公司地址
电子邮箱及网址
1 份公司简介 (图片 + 文字)
5 份产品简介 (图片 + 文字)
5 个关键字

数字推广 – 网络推广
参加升级媒体推广组合后，可选择附加服务 (D03 - D05):
通过附加服务令您的企业全年无休与数千专业观众保持深度交流。

D03: 搜索附加服务
通过以下附加服务，观众将立即找到您的企业信息，为您充分利用有限的广告空间，增加企业的曝光率！

(a) 搜索结果中置顶
人民币 4,000

最大化
您的展商搜索效果

企业信息将被置于搜索结
果 的顶端
(仅限已参展企业使用)
5个广告位，限量供应
(每次出现1个搜索结果，
企业轮 换显示)

您在展上搜索中的展商介绍

请联系我们:
法兰克福展览（香港）有限公司
联络人：施妮娜 小姐 / 赵清 先生
电话：+852 2238 9908
传真：+852 2519 6800
电邮：digital@hongkong.messefrankfurt.com

数字推广 – 网络推广
D03: 搜索附加服务
通过以下附加服务，观众将立即找到您的企业信息，为您充分利用有限的广告空间，增加企业的曝光率！

(b) 产品类别搜索结果中置顶

(c) 网页头条

(d) 关键字

人民币 2,000

人民币 3,000

人民币 120 / 关键字

公司信息将出现在按产品类别
搜索结果的顶端

企业信息将出现在展商和 产
品搜索的登录页面

输入附加关键字，观众能更快
地查找到您的公司

3个广告位，限量供应 (每次
出现1个搜索结果，企业轮换
显示)

信息和产品（可链接至您的
展商档案）将出现在显眼位置

在全文搜索中也会包含关键字

请联系我们:
法兰克福展览（香港）有限公司
联络人：施妮娜 小姐 / 赵清 先生
电话：+852 2238 9908
传真：+852 2519 6800
电邮：digital@hongkong.messefrankfurt.com

25个广告位，限量供应
(每次出现5个网页头条，广告
内容轮换展示)

数字推广 – 网络推广
D04: 信息附加服务
通过附加文字和图片，加强品牌展示，为您的企业获取更多展示机会！

(a) 视频

(b) 产品简介

人民币 300

人民币 500

在展会网站的企业信息中放置
您的企业视频
支持所有主要视频格式，视
频比例 16:9 或 4:3。视频长
度不超过5分钟
（超长视频需特别申请）

请联系我们:
法兰克福展览（香港）有限公司
联络人：施妮娜 小姐 / 赵清 先生
电话：+852 2238 9908
传真：+852 2519 6800
电邮：digital@hongkong.messefrankfurt.com

通过附加产品信息展示强化公
司形象，吸引更多潜在客户的
点击查看
展示亮点和新产品
包含1幅图片和中英双语的产
品信息（每种2,500字）及1个
关键字

数字推广 – 网络推广
D05: 链接附加服务
设置网站链接，观众可直接访问您的公司主页及其互联网平台，展示您的产品信息!

(a) 商店链接

(b) 社交媒体链接

(c) 产品专页链接

人民币 500 / 条

人民币 500 / 条

人民币 500 / 条

链接到企业网上商店
每个展商仅限1链接

添加社交媒体链接: Xing、
LinkedIn、YouTube、
Facebook、Twitter、
Google+、微博、Pinterest
、 Instagram、微信
每个社交媒体界面仅限1个链
接
最多可设置10个社交媒体

请联系我们:
法兰克福展览（香港）有限公司
联络人：施妮娜 小姐 / 赵清 先生
电话：+852 2238 9908
传真：+852 2519 6800
电邮：digital@hongkong.messefrankfurt.com

观众可直接链接到企业的产
品专页

数字推广 – 网络推广
D06: 官网广告横幅
官网广告横幅于官网 www.il-china.com 展商搜索页面展示。横幅广告為图片或幻灯片，并连接到公司主页，明显
的广告位置吸引观众的目光，大大提高宣传效果。

申请截止日期：2018年8月17日

参展商及产品种类搜索界面
（循环旋转5次）

横幅位置

尺寸

(a) 置顶直立超大横幅

728 x 90 + 160 x 600 px

(b) 置中超大横幅

468 x 60 px

8,400

(c) 按钮横幅

175 x 69 px

4,060

(d) 直立右侧横幅

160 x 600 px

7,000

请联系我们:
法兰克福展览（香港）有限公司
联络人：施妮娜 小姐 / 赵清 先生
电话：+852 2238 9908
传真：+852 2519 6800
电邮：digital@hongkong.messefrankfurt.com

价格（人民币）
14,000

数字推广 – 网络推广
D07: 官方网站发布一手讯息
开展前一个月是访客浏览官网的高峰期，握这段黄金时间，在展会官网“最新消息”中发布企业或产品最新信息。

D07: 官方网站发布一手讯息
人民币 2,800
文字宣传公司及产品
包含一个公司网页链接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请联系我们:
法兰克福展览（香港）有限公司
联络人：施妮娜 小姐 / 赵清 先生
电话：+852 2238 9908
传真：+852 2519 6800
电邮：digital@hongkong.messefrankfurt.com

数字推广 – 现场推广
D08: 现场电子屏幕视频
展会现场放置电子屏幕让观众在现场搜索，同时在电子屏的另一面会播放视频，视频在展会期间不停轮流播放，
吸引买家注意。

D08: 现场电子屏幕视频
人民币 1,800 / 30 秒
人民币 2,500 / 50 秒
支持所有主要视频格式
(视频比例16:9)

请联系我们:
法兰克福展览（香港）有限公司
联络人：施妮娜 小姐 / 赵清 先生
电话：+852 2238 9908
传真：+852 2519 6800
电邮：digital@hongkong.messefrankfurt.com

数字推广 – 现场推广
D09: 戶外 LED 屏幕广告
座立于友谊会堂外的大型LED屏，除了访客外，也吸引不少途人的目光，是宣传公司及产品的好机会。广告于展会
期间不停轮流播放。

D09: 戶外 LED 屏幕广告
人民币 20,000 / 天

4米(高) x 12米(寬)
可支援图片或动画
数量有限，需与主办单位
确认

请联系我们:
法兰克福展览（香港）有限公司
联络人：施妮娜 小姐 / 赵清 先生
电话：+852 2238 9908
传真：+852 2519 6800
电邮：digital@hongkong.messefrankfurt.com

数字推广 – 展后推广
D10: 360° 全景展位
想让您的展位于展后继续呈现给观众？ 360° 全景可以让您的展位于展后在线上数字平台展示。 360° 全景使世
界各地的潜在客户在任何时间来访问您。

D10: 360° 全景展位
人民币 1,000 起
一队专业团队于展会期间
到展位拍摄
后期制作大约需要5 - 10个
工作天

请联系我们:
法兰克福展览（香港）有限公司
联络人：施妮娜 小姐 / 赵清 先生
电话：+852 2238 9908
传真：+852 2519 6800
电邮：digital@hongkong.messefrankfurt.com

数字推广 – 推广套餐 (早鸟优惠)
D11: 水晶级套餐
为全面推广展商，现以优惠价推出水晶级套
餐，以较低价钱，享有更多服务。

搜索附加服务 网页头条

D11: 水晶级套餐
现场电子屏幕视
频 1分钟

金级媒体推广
组合

原价人民币 7,000
 套餐价人民币 3,200

•
•
•

水晶级套餐

金级媒体推广组合










公司名称
展位号
产品分类
公司标志
公司地址
电子邮箱及网址
1 份公司简介 (图片 + 文字)
5 份产品简介 (图片 + 文字)
5 个关键字

请联系我们:
法兰克福展览（香港）有限公司
联络人：施妮娜 小姐 / 赵清 先生
电话：+852 2238 9908
传真：+852 2519 6800
电邮：digital@hongkong.messefrankfurt.com

金级媒体推广组合
搜索附加服务 - 网页头条
现场电子屏幕视频1分钟

数字推广 – 推广套餐 (早鸟优惠)
D12: 珍珠级套餐
D12: 珍珠级套餐
原价人民币 7,000
 套餐价人民币 3,800
•
•
•

金级媒体推广组合
360° 全景展位 (3个场景 + 3个图文注解)
官方网站发布一手讯息

金级媒体
推广组合

360° 全景展位
(3个场景 + 3
个图文注解)

金级媒体推广组合










公司名称
展位号
产品分类
公司标志
公司地址
电子邮箱及网址
1 份公司简介(图片 + 文字)
5 份产品简介(图片 + 文字)
5 个关键字

请联系我们:
法兰克福展览（香港）有限公司
联络人：施妮娜 小姐 / 赵清 先生
电话：+852 2238 9908
传真：+852 2519 6800
电邮：digital@hongkong.messefrankfurt.com

官方网站发
布一手讯息

珍珠级套餐

申请表格
D01

银级媒体推广组合











公司名称
展位号
产品分类
公司标志
公司地址
电子邮箱及网址
1 份公司简介 (图片 + 文字)
1 份产品简介 (图片 + 文字)
3 个关键字

法兰克福展览（香港）有限公司
联络人：施妮娜 小姐 / 赵清 先生
电邮：digital@hongkong.messefrankfurt.com

电话：+852 2238 9908
传真：+852 2519 6800

D02 金级媒体推广组合
免费赠送











公司名称
展位号
产品分类
公司标志
公司地址
电子邮箱及网址
1 份公司简介 (图片 + 文字)
5 份产品简介 (图片 + 文字)
5 个关键字

人民币 1,500

价格（人民币）

项目

数量

参加升级媒体推广组合(D01 或 D02) 后可附加项目 D03 – D05

D03

D04

D05

搜索附加服务

信息附加服务

链接附加服务

a) 搜索结果中置顶

4,000

b) 产品类别搜索结果中置顶

2,000

c) 网页头条

3,000

d) 关键字

120

a) 视频

300

b) 产品简介（图片 + 文字描述）

500

a) 商店链接

500

b) 社交媒体链接

500

c) 产品专页链接

500

項目D06 – D12 可直接申请

D06

官网横幅广告

D07

官方网站发布一手讯息

D08

现场电子屏幕视频

a) 置顶直立超大横幅

728 x 90 + 160 x 600 像素

b) 置中超大横幅

468 x 60 像素

8,400

c) 按钮横幅

175 x 69 像素

4,060

d) 直立右侧横幅

160 x 600 像素

7,000

14,000

最新消息

2,800

30 秒

1,800

50 秒

2,500

D09

戶外 LED 屏幕广告

一天

D10

360° 全景展位

**人民币 1,000 起，价格请与主办单位联络**

D11

水晶级套餐

金级媒体推广组合 + 网页头条 + 现场电子屏幕视频1分钟

3,200

D12

珍珠级套餐

金级媒体推广组合 + 360° 全景展位 (3个场景 + 3个图文注
解) + 官方网站发布一手讯息

3,800

20,000

总金额
我们同意条款声明，并在以下签名:
公司名称（英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名称（中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络人：
电话：
签字盖章：

攤位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

传真：

电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条款声明:
1.
参展商须于到期日前付清参展费用。搜索、信息和链接的额外广告仅提供给已购买升级推广组合的参展商。
2.
参展商必须于填写完整的申请表上签名并加盖公司印章。
3.
收到付款通知书后需安排全额付款，并将汇款收据传真或电邮至主办单位。
4.
没有付款或递交汇款收据的申请将不获受理。
5.
广告位置是以“先到先得”原则安排。
6.
主办单位对广告上的错误、遗漏、损坏及有关错失将不负任何责任。
7.
在广告资料没有及时到达而导致广告未能刊登的情况下，已缴交的广告费将不获退回。
8.
如果参展商因何种原因要撤回申请，而其费用已被主办单位收取后，已支付的订阅费用将不被退还。
9.
参展商需于截止日期前提供相应的公司标志及材料。主办单位应当协助参展商提供相应的公司标志及材料所用，所
有提供的公司标志及材料须经主办单位批准后方可使用。
10. 全部款项需与本表格一并递上至主办单位。受款户口为：
法兰克福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户口号码：437759235044
中国银行上海市静安支行南京西路第三支行
11. 所有银行手续费将由参展商承担。
12. 主办单位有权拒绝广告刊登。
13. 参展商保证展品、包装和广告宣传材料不能侵犯第三者产权，包括已注或其它确认商标、著作权、设计、名字及专
利，主办单位有权拒绝有关确定侵权之展商参加日后之展览。
14. 申请人也必须遵守刊列于主办单位网站www.messefrankfurt.com.hk 的参展条款。
15. 展会官网上展商信息的发布始于展会开始的第一日,直到下个展会展商搜索开始前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