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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方可依据企业自身需求特别策划专项活动，以配合企业宣传推广品牌 / 产品。 

欲了解更多信息，敬请垂询： 

 

法兰克福展览 (香港) 有限公司 

余丽欣小姐 电话:  +852 2238 9931  

柯迪先生  电话:   +86 21 6160 8551 

 电邮:   plsgz@hongkong.messefrankfurt.com 

 

  

mailto:plsgz@hongkong.messefrankfur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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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高效、适时的市场推广策略能让贵司在众多展商中脱颖而出，给目标客户认识您的品牌，提

高商机！因此，为配合展商更有效地提升品牌知名度及参展成效，大会已订制了一系列全天侯的

赞助及推广方案以供选择：  

 

(A) 广告赞助 

所有观众必须佩戴展会入场证方可入场，通过赞助观众参观证及参观证挂绳，企业及品牌形象可在展会中

得到大面积传播，是一个高效的品牌宣传渠道。 

 

 
A1. 观众参观证 (胸卡) 

 

形式： 参观证背面广告 (单面) 

数量： 70,000 张 

制作： 广告电子档由赞助商提供，参观证制作由

主办单位负责 

赞助金额： 人民币 70,000 

赞助商数量： 独家 
 

 

 

 

 

A2. 观众参观证挂绳 

 

形式： 挂绳一面印上单色赞助商公司名及商标，另一面印上展会信息 

数量： 70,000 条 

制作： 商标电子档由赞助商提供，挂绳制作由主办单位负责 

赞助金额： 人民币 70,000 

赞助商数量： 独家 
 

 

 

 

A3. 参观包袋 

 

展会中的流动广告板。赞助商可借助观众于展会范围内外推广公司

及产品形象，吸引目标买家注意。 

 

形式： 包袋一面印上赞助商公司商标及展台号，另一面印上展会信息 

数量： 20,000 个 

制作： 商标电子档由赞助商提供，包袋制作由主办单位负责 

赞助金额： 独家赞助 － 人民币 80,000 

联合赞助 － 人民币 40,000/ 10,000 个 (最多两家) 

*参观包袋随机分派给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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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 展会参观邀请函 

 

主办单位将于展前通过各种渠道派发邀请函给目标观众。赞助商可藉此机会将其品牌及参展信息优先呈现于

目标观众，提高曝光率。 

 

形式： 赞助公司广告将印在参观邀请函上某一区域 

数量： 500,000 张 

分发渠道： 直邮、杂志夹票 

制作： 

赞助金额： 

广告电子档由赞助商提供，邀请函制作由主办单位负责 

独家赞助 － 人民币 100,000 

联合赞助 － 人民币 60,000/ 250,000 张 (最多两家) 

 

 

 

 

 

A5. 观众纪念品 

 

赞助商公司商标将印在观众纪念品上，并于展会入口登记处派发。 

赞助商能于观众登记一刻已成功吸引他们注意。 

 

纪念品种类： 待议 

数量： 待议 

制作： 商标电子档由赞助商提供，纪念品制作由主办单位负责 

赞助金额： 待议 

赞助商数量： 待议 

 

 

 

A6. 上网区 

 

展会现场将设置多个上网区供展商及观众免费使用。 

   

形式： 所有电脑的屏保内容设置成赞助公司商标； 

上网区陈列赞助公司宣传资料； 

展会中文官网上发布赞助商标志及链接； 

展会会刊和观众指南中以赞助商名义出现 

上网区数量： 待议 

制作： 商标电子档由赞助商提供 

赞助商数量： 独家赞助 － 人民币 50,000 

联合赞助 － 人民币 30,000 (最多两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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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7. 西广场风雨亭吊牌 

 

形式： 吊牌的其中一面用于赞助品牌推广，另一面印制展会

标志和大会形象； 

展会中文官网上发布赞助商标志及连结； 

展会会刊和观众指南中以赞助商名义出现 

数量： 25 面 

制作： 

赞助金额： 

赞助商数量： 

吊牌设计由赞助商提供，但须经主办方事先审核 

人民币 50,000 

独家 

 

 

A8. 品牌馆天花竖式吊幅广告  

 

形式： 

 

 

位置： 

条幅正反两面印上赞助品牌商标及展台号； 

展会中文官网上发布赞助商标志及连结； 

展会会刊和观众指南中以赞助商名义出现 

珠江散步道 (服务层) 

数量： 

制作： 

赞助金额： 

 

1 幅 (正反面各一商标) 

商标电子档由赞助商提供，吊幅制作由主办单位负责 

独家赞助 － 人民币 16,000 

联合赞助 － 人民币 9,000 (最多两家) 

*只限品牌馆展商 

 

A9. 品牌馆地贴广告 

 

地贴将放置在展馆入口及通道上，指引观众至贵公司展位。 

 

形式： 

 

 

位置： 

地贴印上赞助品牌商标、名称及展台号； 

展会中文官网上发布赞助商标志及连结； 

展会会刊和观众指南中以赞助商名义出现     

由主办方最终确定具体位置 

数量： 

 

 

尺寸：  

入口处－1/ 个/ 馆 

主通道－2/ 个/ 馆 

其他通道－8/ 个/ 馆  

1 米 x 1 米 

制作： 

 

赞助金额： 

 

广告内容包含赞助品牌商标、名称等，可由客户自行设计； 

商标电子档由赞助商提供，由主办方统一定稿并安排制作 

入口处－RMB5,000/ 个 

主通道－RMB3,000/ 个 

其他通道－RMB1,500/ 个 

*只限品牌馆展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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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印刷品广告  

展会会刊 

会刊内容包括展会介绍、展馆平面图、活动日程、展商名单、产品及技术介绍等详细资料，是展商和观众在

展会期间及日后的必读刊物。贵司的广告将随会刊被长期保存。 

 
 

B1. 会刊彩色广告 

 

实际尺寸： 210mm (宽) X 285mm (高) 

出血尺寸： 216mm (宽) X 291mm (高) 

数量： 20,000 本 

制作： 广告电子档由展商提供，会刊制作由主办单位负责 

 

 

 

项目 

 

价格 (人民币) 

封二 (封面内页)             12,000 

内页首页 (右)                 12,000 

封三 (封底内页)                        10,000 

封 底 15,000 

内页尾页 (左)  10,000 

分段插页后 9,000 

全页 (ROP)  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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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会刊书签 

 

每本会刊都内附书签，展商可在书签上刊登广告，把握先机向业务伙伴及观众传递信息。  

 

形式： 书签一面印上展商广告，另一面印上展会信息 

数量： 20,000 张 

制作： 广告电子档由赞助商提供，书签制作由主办单位负责 

价格： 人民币 20,000 

赞助商数量： 独家 

 

 

 

B3. 展商商标 

展商公司商标插放在会刊 “参展商名录” 及 “展商简介” 侧， 

轻易吸引读者注意。 

 

尺寸： 由主办方最终确定具体尺寸 

制作： 商标电子档由展商提供 

价格： 人民币 1,000/ 家 

 

 

 

B4. 展厅平面图展位特别涂色 

展位特别涂色于会刊展厅平面图，观众指南展厅平面图及现场展厅形

象牌平面图 

*展厅形象牌坐落于展厅门口  

 

展商数量： 最多 10 家 

价格： 人民币 5,000/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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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指南 

主办单位于展会现场向每位观众免费派发观众指南一份，内有展馆平面图、展商名单、活动及会议日程等

信息，方便观众快速搜寻目标展位并了解展会资料。是另一个黄金宣传机会。 

B5. 观众指南彩色广告 

实际尺寸： 132mm (宽) X 188mm (高)   

出血尺寸： 138mm (宽) X 194mm (高) 

数量： 40,000 本 

制作： 广告电子档由展商提供，观众指南制作由主办单位负责 

      

项目 价格 (人民币) 

封二 (封面内页) 7,000 

内页首页 (右) 7,000 

封底 10,000 

封三 (封底内页) 5,000 

内页尾页 (左) 5,000 

全页 (ROP) 4,000 
 

 

特惠广告组合 

B6. 特惠广告组合 1 

(B1) 会刊彩色广告 (ROP) ＋ 

(B5) 观众指南彩色广告 (ROP)，各全页 

 

价格：人民币 8,800/ 家 

 

B7. 特惠广告组合 2 

(B3) 参展商公司商标广告 ＋ 

(B4) 参展商展位特别涂色  

价格：人民币 5,000/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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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电子宣传广告 

 

C1. 官网按钮广告 (只限科展中文版网页) 

 

在电子科技发达的年代，线上推广是其中一个高效直接的宣传渠道。展会官网 

(www.prolightsound-guangzhou.com.cn)不时更新展会及行业内最新消息，并为世界各地的观众进行预登

记，网页点击率无容置疑。透过在官网投放广告，并链接到展商公司网站，可増加贵司于展会的前中后

期的关注度！ 

 

展示形式： 按钮广告随机显示在官网最佳位置并链接至展商公司网页 

按钮广告尺寸： 由主办方最终确定具体尺寸 

广告期限： 确认申请至展会结束后两个月 

制作： 广告电子档由展商提供 

价格： 人民币 10,000/ 家 

展商数量： 最多 8 家 

 

 

 

 

 

C2. 官网 － "最新消息"  

 

展商可透过展会官网发放最新的公司信息，并链接至公司网

页，轻易吸引浏览人士注意。   

 

 

广告期限：  确认申请至展会结束 

制作： 公司信息内容由展商提供 

价格： 人民币 5,000/ 条 

 

   

 

http://www.prolightsound-guangzhou.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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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 电子报 － 展品预览 (首页亮点) 

除每月的展会快讯外，共 4 期的展品预览电子报会于展前 3 个月发放给目标观众。产品内容包括专业音

响设备、系统及配件；专业灯光设备、系统及配件；舞台设备及系统；视听及传送设备等。 

 

 

形式： 数据展示于电子报上方位置 

数据： 展商公司及产品介绍 100 字、公司展台号、 

公司商标、公司网页等信息 

制作： 数据由展商提供，电子报制作由主办单位负责 

价格： 人民币 10,000/ 期 

展商数量： 每期只限 1 家亮点企业 (共 4 家)    
 

 

 

 

C4. 电邮群发 

展商可把自行设计的电邮及其参展信息通过主办单位的数据库， 

于展前发送给目标客户并邀请亲临参观其展位及介绍最新产品。 

 

制作： 电子档由展商提供 (包括电邮内容及设计)   

价格： 人民币 20,00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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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展会现场广告 

除以上宣传项目外，展商还可于展会现场作更大力的推广，再次成为潜在客户注目的焦点，引领他们莅临

您的展位。 

D1. 珠江散步道 (服务层) 廊桥灯箱 

尺寸：17.36m (宽) X 1.6m (高)  

形式：画布，单面 

价格：人民币 35,000/ 个  

数量：8 幅 

 
 

D2. 珠江散步道 (服务层) 天花条幅 (竖) 

尺寸：4m (宽) X 6m (高)  

形式：画布，双面 

价格：人民币 20,000/ 条 

数量：30 幅  

D3. 珠江散步道 (服务层) 双体落地灯箱 

尺寸：1.26m (宽) X 1.94m (高)  

形式：灯片，双面 

价格：人民币 20,000/ 座  

数量：14 座 

     

D4. 珠江散步道 (服务层) 廊桥 2 层护拦玻璃 

尺寸：22m (宽) X 0.95m (高) 

形式：KT 板 

价格：人民币 25,000/ 幅 

数量：8 幅  

D5. 珠江散步道扶手电梯旁 

尺寸：13m (宽) X 1m (高)   

形式：可移不干胶 

价格：人民币 20,000/ 幅 

数量：4 幅  

D6. 珠江散步道传送电梯玻璃 

尺寸：28.7m (宽) X 0.8m (高)  

形式：背胶 

价格：人民币 20,000/ 幅 

数量：8 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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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7. 2 层展馆外通道墙身灯箱 

尺寸：9m (宽) X 2m (高)  

形式：画布 

价格：人民币 35,000/ 个  

数量：6 幅  

D8. 2 层展馆外通道飘台横幅 

尺寸：B 面：30.1m (宽) X 0.95m (高)   

A、C 面：5.7m (宽) X 0.95m (高)  

形式：KT 板，单面 

价格：B 面：人民币 20,000/ 幅 

A、C 面：人民币 10,000/ 幅 

数量：5 座 

 

D9. 2 层展馆门口上方玻璃墙广告 

尺寸：12.8m (宽) X 7.2m (高)  

形式：背胶，单面 

价格：人民币 40,000/ 幅 

数量：5 幅  

D10. 2 层通道上方飘台横幅 

尺寸：22.5m(宽) X 0.95m (高)  

形式：KT 板，单面 

价格：人民币 25,000/ 幅 (单面) 

数量：4 幅     

D11. 2 层展馆外通道落地广告牌 

尺寸：5m (宽) X 2.5m (高)  

形式：展架，KT 板 

价格：人民币 20,000/ 幅 

数量：8 幅     

D12. 馆内通道墙面灯箱 

尺寸：7.81m (宽) X 1.82m (高) 

形式：布面，单面 

价格：人民币 10,000/ 个 

数量：60 个     

D13. 三角广告塔 

尺寸：4.24m (宽) X 8.24m (高) 

形式：画布，单面 

价格：人民币 20,000/ 面 

数量：10 座，共 30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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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4. 展馆西门外包柱广告 

尺寸：1m (宽) X 3m (高)  

形式：KT 板 

价格：人民币 20,000/ 幅 (单面) 

数量：2 根，共 8 面     

D15. 西平台灯杆刀旗 

尺寸：0.5m (宽) X 1.2m (高)  

形式：画布，双面 

价格：人民币 2,500/ 杆 

数量：17 杆     

D16. 西平台落地桁架广告牌 

尺寸：6m (宽) X 3m (高)   

形式：画布 

价格：人民币 22,000/ 幅 

数量：16 幅     

D17. 风雨亭柱间落地广告牌 

尺寸：4.6m (宽) X 2.9m (高)  

形式：画布 

价格：人民币 22,000/ 幅 

数量：20 幅     

D18. 展馆周边灯杆刀旗 (部分) 

尺寸：0.6m (宽) X 2.5m (高)  

形式：画布，双面 

价格：人民币 2,500/ 杆 

数量：150 杆     

*资料截至 2014 年 6 

 

 
展会现场广告注意事项： 

1. 以上宣传广告项目均由展商提供资料，主办单位负责制作、发布及确定最终尺寸。 

2. 所有项目以 “先到先得” 为原则。主办单位有权拒收任可广告之申请。 

3. 对于广告内容上产生的错误、破坏、损毁或理赔，主办单位不承担任何责任。 

4. 逾期递交广告稿件可能会导致广告取消，且参展商须负担全额广告费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