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空白演示
单击输入您的封面副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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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01 展 场 广 告
参观证背面、参观证吊绳、环保手提袋、展馆内外各位置广告牌等，

每天曝光率庞大，随着来往人群的长时间参观，让您的广告无处不在，

让您的品牌持续活力，实现参展效益最大化。



证件背面广告

组委会将在参展证、参观证、论坛代表证等证件上印上贵公司的名称、LOGO、网

址以及展位号等信息，使每一位到场买家和展商都能在第一时间看到贵公司的形象。

广告 尺寸 价格（CNY）

参观证 100*75（H） 30,000

参展证 95x130（H） 20,000

主论坛代表证 95x130（H） 20,000

分论坛代表证 95x130（H） 10,000

*广告电子档截止提交日期：2021年3月12日



挂绳广告

挂绳上印有贵公司的名称，所有进入展馆的观众都将佩戴此挂绳，这将有助于直接

提高贵公司的知名度。

广告 数量 价格（CNY）

挂绳 45,000 20,000

*广告电子档截止提交日期：2021年3月12日



环保袋背面广告/手提袋底部广告

组委会将印有展会标识和贵公司广告的手提袋派送给每位观众，用以携带会刊、观

众指南及展会上收集的材料，提高贵公司广告的曝光度。

广告 数量 价格（CNY）

展会环保袋
背面广告

5,000 30,000/展期

论坛手提袋背
面广告

1,000 30,000/展期

*注：按照组委会提供款式进行设计，如有特殊要求价格另议。



广告 尺寸（M） 价格（CNY）

大型室外移动立牌 5×8 20,000/块

小型室外移动立牌 5×4 15,000/块

u 大型室外移动立牌

u 小型室外移动立牌

大型室外移动立牌

性价比极高的现场广告，摆放于展会室内外指定区域，多数区域均

可为您的品牌起到先入为主、引导观众至您展台的关键作用。

*广告电子档截止提交日期：2021年3月12日



PART 02 印 刷 品 广 告
会刊、嘉宾手册、参会手册、参观指南、参观券等展会印刷品，面向所

有入场观众，是观展必备，也是您宣传企业，于展会中脱颖而出的极佳

途径。



会刊广告

观众采购指南，发布广泛，会刊将会分发给展商、观众、协会会员单位及不能参会的国内外专

业买家；后续效果持久，在展会期间及展后与您的买家保持联系，创造持续的商业机会。

广告 尺寸 价格（CNY）

封面 130*130（H） 40,000

封底 130*210（H） 30,000

扉页 130*210（H） 20,000

封二/封三 130*210（H） 15,000

彩色跨版 130*210（H） 10,000

内页 130*210（H） 8,000



嘉宾手册/参会手册封底广告

论坛嘉宾的行程指南，本届大会将邀请全国政协、国家卫健委、国家发改委、国家

药品监督管理局、中医药管理局、医药卫生监管单位领导以及来自全国的医疗医药

科研人员、各省市（自治区）医院院长、医疗卫生部门领导皆亮相大会现场。

广告 尺寸（MM） 价格（CNY）

嘉宾手册/参会手册
封底广告

142x120（H） 30,000

*广告电子档截止提交日期：2021年3月12日



参观指南

展会参观的现场指南，专业观众人手一份，直接导引引流至企业展台。指南内容包含

整体展馆平面图及各馆具体企业分布，同期活动安排等，收藏度高，长期效果。

广告 尺寸（MM） 价格（CNY）

内页 待定 10,000



邀请函背面广告

大会入场参会的凭证，大会/论坛门票是大会最重要的宣传媒介，蕴藏着巨大的价值。

目标人群广泛：上一届展会的观众、贵宾、主要买家及其它重要的参观团体。

精准投递：组委会10年观众库精准邮寄，合作协会、主管部门与单位&媒体投递派发。

广告 尺寸（MM） 价格（CNY）

展会邀请函
背面广告

210*95（H） 8,000/1万张

论坛邀请函
背面广告

210*95（H） 30,000

*注：按照组委会提供款式进行设计，如有特殊要求价格另议。



PART 03 论 坛 活 动 广 告
专业会议论坛、开幕式、晚宴等同期活动，专业对接最大化，组委会将

为公司营造高端交流平台，贵公司的企业品牌形象和实力将通过本次论

坛实现最强势的市场推广。



论坛两侧背景板、签到板广告

专业听众，精准对接；声文并茂，生动展示；舞台两侧背景板、签到板上放置贵司
Logo，关注度高。

广告 价格（CNY）

论坛两侧背景板广告 10,000

论坛签到板 8,000

*注：由于位置有限，论坛期间背景板两侧广告仅限3名展商，签到板仅限6名展商。



同期技术研讨会/产品推介会路演演讲

通过论坛演讲赞助，可将贵公司的品牌、实力和技术最直接地传递给与会嘉宾和代
表。演讲赞助是企业传递信息最高效的途径之一。

项目 规格 价格（CNY）

演讲 30分钟/场 10,000



论坛现场广告牌

论坛上的全方位广告，尊享权益。引导您的目标观众直达您的展位！在众多嘉宾面
前崭露头角。

项目 规格 价格（CNY）

广告牌 企业自带 6,000

*注：由于位置有限，论坛现场广告牌，仅限5名展商。



手提袋资料放置广告

由贵公司提供资料，由主办方将贵公司资料夹放如论坛资料袋，参会人员人手一份。

广告 数量 价格（CNY）

手提袋资料放置广告 1000 10,000



大会联合协办/赞助单位（仅限1-2家）

现场回报（价格：300,000元）

u 大会协办名誉冠名，专业的客户定向邀请；

u 其名誉收益体现在业务传真件、大会刊物、开幕式背景板等对外资料上；

u 大会官网显要位置放置协办单位logo，直至展会结束；

u 贵公司领导在开幕式上致辞（3分钟）；

u 开幕式主持人介绍贵公司名称，贵公司领导作为贵宾，陪同领导巡馆；

u 开幕式背景板显眼位置标示贵公司LOGO；

u 论坛现场摆放2个易拉宝广告（贵公司自行提供）；

u 贵公司5名代表免费出席论坛所有活动；

u 贵公司享大会欢迎晚宴主桌礼遇名额2个，供贵公司负责人或重要客户使用；

u 享受荣誉贵宾礼遇，安排贵公司负责人会期在指定酒店两间豪华套间（2天）；

u 参会礼品袋中放入贵公司宣传材料或礼品。

*注：媒体推广服务可咨询组委会。



晚宴总协办

现场回报（价格：200,000元/场）

u晚宴冠名权，晚宴对外资料及现场物料（如背景板，晚宴邀请函、桌签），

体现贵公司企业名称及LOGO；

u 2位嘉宾主桌就坐，同时安排一个VIP嘉宾桌（可邀请客户）；

u贵公司4名代表免费出席论坛所有活动，其中1位负责人将享有晚宴主桌就坐；

u享受荣誉贵宾礼遇，贵公司负责人会期在论坛指定酒店两间豪华套间（2天）；

u晚宴人员入场期间播放贵公司宣传片；

u晚宴现场摆放2个易拉宝广告（贵公司自行提供）；

u参会礼品袋中放入贵公司宣传材料或礼品；

u晚宴入场券背面整版独家广告，由赞助企业按照尺寸提供设计文件。

*注：媒体推广服务可咨询组委会。



PART 04 特 别 赞 助
大会礼品、指定用品等，注重体验与人性化广告植入，助您建立与客户

之间更加深厚的感性认知，为市场与品牌的推广增添更多可能性。



大会礼品

组委会将给重要嘉宾及展商、参观团及在论坛现场提供论坛礼品（包括笔记本、笔
或其他印有贵公司名称和LOGO的礼品），以便展示公司实力、传播品牌形象、巩
固行业地位。

广告 价格（CNY）

精美笔记本/笔/其它 10,000/展期
（或实物赞助）

*广告涉及企业logo源文件截止提交日期：2021年3月12日



大会指定用品

礼品赞助，长期广告。不仅仅是影响参会，还将影响参会人身边的同事、朋友，为
企业品牌传播、口碑传播形成持续效应。种类多样，可按企业需求个性化定制。

广告 价格（CNY）

指定酒水 30,000/展期

其它 另议

*广告涉及企业logo源文件截止提交日期：2021年3月12日



PART 05 媒 体 推 广
大会官网、微信公众号、 EDM 邮件、重要媒体等极具官方性的宣传输

出，为您的企业与品牌建立更加高端的形象，有效降低流量获取成本。



大会官网

官网首页轮番banner
展会官方网站是关于展会信息传播最为直接与广泛的平台，大会官网信息全面，更

新较快，访问量大，企业banner与大会banner同期轮番，位于网站最显著位置。

广告 尺寸 价格（CNY）

官网首页Banner 暂定 3,000/月

官网二级Banner 暂定 2,000/月

*注：企业轮番图需提前1周提供，主办方审核并有权协商修改，可连接企业网页。



大会官网

官网首页新闻中心

展示格式为文本，内容丰富；位于大会信息更新处，访客关注度高；时段较长，企

业信息可在官网存在时间为自信息更新日起至大会结束。（注：企业宣传文稿需提

前1周提供，主办方审核并有权协商修改。

广告（3选1） 价格（CNY）

展会快讯 1,000/篇

展商动态 1,000/篇

新品预热 1,000/篇

*注：企业宣传文稿需提前1周提供，主办方审核并有权协商修改。



微信公众号

微信公众号单图文推送

微信公众号单图文推送，不分流。企业提前1周提供推送内容（文字、视频等形式

不限），主办方审查并有权利协商修改，允许以转发企业公众号原文形式推送。

推送月份 价格（CNY）

1、2月 4,000/篇

3、4月 5,000/篇

4.2.2微信公众号多图文头条

微信公众号多图文次头条推送，与展前焦点资讯同时发送，通过

头条内容引流。

推送月份 价格（CNY）
1、2月 3,000/篇
3、4月 4,000/篇 u 单图文推送 u 多图文推送



微信公众号

微信公众号展期多图文

微信公众号多图文次条推送，与大会精彩、明日预告等大流量推送同时发

布，通过大会焦点资讯以及大会论坛议程等内容一起引流。

推送月份 价格（CNY）
3月20-31日 3,000/篇
4月1-8日 4,000/篇
4月9-11日 5,000/篇

微信公众号企业海报宣传

广告 尺寸（px） 价格（CNY）

广告牌 企业提供 6,000
u 展期多图文推送



邮件群发

组委会将利用庞大的观众数据库，群发精心制作的EDM电子邮件（内容可包含

企业简介、LOGO、产品图文介绍及企业新闻等），使企业的产品信息及时发送

至目标客户。数据库庞大，可根据客户要求选择地域、行业等指标进行定向推

送。

广告 尺寸（px） 价格（CNY）

邮件群发 根据客户需求而定
3000条/10,000
（10,000 条起）



重要媒体

现场采访。组委会通过庞大的媒体数据资源与媒体渠道，中央电视台、新华社等国

家级媒体采访，新浪网、凤凰网、腾讯网、搜狐网等门户网站进行专访、报道，提

升品牌形象。形成宣传合力，进一步提升产品品牌及企业品牌美誉度。

广告 尺寸（px） 价格（CNY）

媒体报道 根据客户需求而定 视需求定制



注意事项

1. 赞助项目所需企业提供内容请在规定期限内提供，由于内

容提供逾期而导致无法执行赞助内同的，按合同协定执行；

2. 以上赞助项目均可自由组合；

3. 赞助优先顺序为：优先安排多项目打包赞助；

更多赞助请联系

刘小姐（MIDC市场营销合作）

电话：020 - 8412 0550
Email：2850965715@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