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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市场推广方案，让一切变得很简单！
为使您达到最佳参展效果，我们特地为您精心策划了此份手册，全面展示展会所涵盖的全套推广方案
与最有效的市场服务。您无需再为报展前仓促的宣传、费力的推广工作而操神烦心，直接选用我们的
套餐，一切就会变得很简单！您的明智选择，将使您的参展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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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市场推广套餐
1.1 免费套餐

截止日期 2018.08.31
市场推广套餐

每家展商都将免费获得
会刊文字信息登录

●

在IPB网站上发布新闻稿/展品图片

●

在海外媒体www.blog.bulk-online.com上发布公司信息（英文版）

●

电子邀请函(用于电邮邀请观众)

●

电子版展位标签(用于贵司网站、电邮、平面广告设计等)

●

个性化客户邀请服务

●

观众邀请函+展前预览(直邮)

展前宣传

●

展期宣传（印刷品）



1.2 大客户免费增值套餐

仅限A区全部展商以及B区36平方米以上展台企业！
●

邮 件 群 发 EDM ： 展 品 预 览 ( 数 据 库 群 发 至 潜 在 观 众 及 媒 体
（发行量：200,000/年)

2018年8月30日前群发

微信推广：100字产品简介以及产品图片

●

展前预览：100字企业公司简介以及产品图片

展期宣传（广告赞助）

●

(媒体夹带 & 主办方直邮 发行量：10,000)2018年8月30日前邮寄
●

期刊广告：公司简介以及产品图片刊登在专业杂志上(5本杂志任选3本)
《流程工业》《中国粉体技术》《材料导报》《涂料与油墨》
企业产品图

《非金属矿开发与应用》2018年7月- 9月刊登
成为中国颗粒会会员单位(会员时效一年，以报名日期为准)；会员可

公司Logo

展后宣传

●

在中国颗粒网免费发布企业新闻、技术文章等资讯；会员在中国颗粒
网首页免费宣传企业产品图片（含企业logo）；此外，除免费获得的会员广告位外，网站其余广
告位，会员可享受8折优惠；
中国颗粒网(www.csp.org.cn)——中国颗粒学会官方网站，是国内颗粒学领域第一家行业门户网站，也是唯一一家以“颗粒”进
行命名的门户网站，与IPB上海粉体展共同打造一站式多元化宣传平台，助力企业会员展前提高品牌影响力，挖掘潜在采购商。

* NMC享有IPB 所有广告及赞助的最终解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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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B区36平米以下展商超值套餐

RMB 6,000 元套餐

(原价：RMB9, 000元）

●

RMB 11,000元套

（原价：RMB 14,000元)

任选1本专业杂志刊登 《展前预览》100
邮件群发EDM和
公司简介及产品图片
字中文介绍和1张
微信推广中的展
（杂志展前预览）
产品图片
品预览

中国颗粒网展
前超值套餐

任选2本专业杂志刊登 《展前预览》内页 邮件群发EDM和
公司简介以及产品图 全版彩色广告
微信推广中的展
片（杂志展前预览）
品预览

中国颗粒网展
前超值套餐

官方网站边广
告（Banner)

展前宣传

RMB 22,000 元套餐 任选3本专业杂志刊登 展会会刊内页整
公司简介以及产品图
版彩色广告
(原价：RMB 25,000元)
片（杂志展前预览）

●

市场推广套餐

●

截止日期 2018年8月31日

中国颗粒网展
前超值套餐

2. 展前宣传
展期宣传（印刷品）

日
2.1 网络宣传-网站Banner

截止日期 2018年8月31

广告位

IPB 官方网站
（所有二级页面滚动）
www.ipbexpo.com

1.

展期宣传（广告赞助）

超值体验!
117*200像素

（gif.或jpg.格式）
RMB 5,000/Banner

2.1 网络宣传-微信公众号

截止日期 2018年8月31日
展后宣传

IPB 官方微信公众号

1.

定期发布展品介绍

（100字文字介绍+一张
产品图片）

* NMC享有IPB 所有广告及赞助的最终解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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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印刷品宣传（参观门票）

截止日期 2018.05.15

市场推广套餐

广告位

仅限前5家展商赞助！
发行量：100,000

彩色

RMB 10,000（广告设计费用不包含内）

2.2 印刷品宣传（展前预览）

截止日期 2018.06.30
展期宣传（印刷品）

广告位1

展前宣传

210mm(w) x 95mm(h)

广告位2

展商可免费按需索取！
●

●

1号位整版广告 RMB 6,000
规格：210mm(h) x 100mm(w)
2号位企业信息发布：RMB 2,000

展期宣传（广告赞助）

100字文字介绍 + 一幅产品图片
（广告设计费用不包含内）

展后宣传
5
* NMC享有IPB 所有广告及赞助的最终解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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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展期宣传（印刷品）
3.1 会刊广告（整版彩板）

截止日期 2018.8.31
IPB 2018老展商享受
50%优惠！

●

封底彩版

RMB 25,000

●

封二(整版)

RMB 20,000

●

插分页(整版)

RMB 13,000

●

会刊内页彩版(整版)

RMB 10,000

●

书签夹带（彩色）

RMB 15,000

●

展商介绍页面Logo

RMB 800

展前宣传

广告位

市场推广套餐

●

3.2 参观指南（背面广告）

展期宣传（印刷品）

（广告设计费用不包含内）

截止日期 2018.9.30

展期宣传（广告赞助）

独家赞助

广告位

正面：参观指南
●

含制作费，不包含设计费用

RMB 8, 000 (100mm x 100mm)
数量：10,000份

展后宣传
6
* NMC享有IPB 所有广告及赞助的最终解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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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展期宣传（广告赞助）
市场推广套餐

4.1 观众胸卡&挂绳

截止日期 2018.8.31
广告位

4.2 现场广告牌

含制作费 RMB 8,000 数量：8,000根
规格：2cm(w)

展前宣传

含制作费 RMB 8,000 数量：8,000张
规格：150mm(h) x 100mm(w)

截止日期 2018.9.30

广告位

展期宣传（广告赞助）

移动广告牌（南北广场）
含制作费 RMB 25,000
数量：1块
规格：8.5m(w)x4m(h)

展期宣传（印刷品）

广告位

移动广告牌（下沉式广场）
含制作费 RMB 10,000
数量：1块
规格：6m(w)x4m(h)

展后宣传
7
* NMC享有IPB 所有广告及赞助的最终解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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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包柱

截止日期 2018.9.30

市场推广套餐

广告位
广告位

包柱（下沉式广场）
含制作费 RMB 25,000
数量：1根（2面）
规格：正面 4m(w)x5m(h)

展前宣传

包柱（下沉式中厅）
含制作费 RMB 9,000
数量：1根（4面）
规格：1.16m(w)x2.4m(h)

侧面 2m(w)x5m(h)

展期宣传（印刷品）

广告位

小包柱（下沉式广场）
含制作费 RMB 8,000
数量：1根（4面）
规格：0.9m(w)x4.8m(h)

广告位

* NMC享有IPB 所有广告及赞助的最终解释权

截止日期 2018.9.30

广告位

展后宣传

方向指引地贴
含制作费 RMB 500(张)
数量： 20张起做
规格：1m(w)x1m(h)

展期宣传（广告赞助）

4.4 展馆地贴&玻璃贴

玻璃贴
含制作费 RMB 5000
数量： 1块
规格：2.15m(w)x2.95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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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日期 2018.6.20 

4.5 礼品 & 包袋赞助

正面

反面

市场推广套餐

广告位

预登记观众礼品-手机擦
目标人群：采购商、VIP、研讨会参会人员
含制作费 RMB 8,000
数量： 1000个

展前宣传

展会包袋-赞助
目标人群：参展商、专业观众、
采购商、VIP、研讨会参会人员
含制作费 RMB 20,000
数量： 10000个
Tips：背景颜色建议白色

反面整面广告

4.6 会议室租赁

截止日期 2018.9.30
展期宣传（印刷品）

展会内场（展厅）：RMB 5,000/1小时 RMB 8,000/2小时
会议室：RMB 6,000/1小时 RMB 9,600/2小时

5. 展后宣传
5.1 展后增值服务—中国颗粒网宣传

展期宣传（广告赞助）

IPB上海粉体展作为中国粉体和散料领域最大的“一站式”展会，旨在成为365天全方位展览，不但
在展前、展中通过行业杂志期刊、展会电子期刊、展前预览以及微信推广等多种渠道为企业做多元化
宣传。展后也联合中国颗粒学会为参展企业提供丰富增值服务，加强企业宣传力度。
展后增值服务包含：
1、在中国颗粒网免费发布企业新闻、技术文章等资讯（有效期：展后至2018年10月）
2、购买中国颗粒网广告位，享受9折优惠；

展后宣传

3、加入中国颗粒学会，会费价格享受9折优惠；
4、往届参加过三届IPB上海粉体展以上的老展商，可在中国颗粒网首页免费宣传企业产品图片及Logo
（有效期：展后至2019年10月）

* NMC享有IPB 所有广告及赞助的最终解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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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推广服务预订表格
公

司：

展 位 号：

联 系 人：

电

传

电子邮件：

真：

签字盖章：

日

话：

期：

请勾选
1. 市场推广套餐
1.3 B区展商超值套餐
RMB 11,000元套餐

RMB 6,000元套餐

RMB 22,000元套餐

2. 展前宣传
2.2 印刷品宣传

2.1 网络宣传
117*200像素

数量：

个

(RMB 5,000/Banner)

《观 众 邀请》- 参观门票 彩色广告
1 (RMB 1,0000)

《展前预览》
1号位整版广告 (RMB 6,000)
2号位企业信息发布(RMB 2,000)

（备注：所有印刷品宣传资料含制作费，但不包含设计费用）

3. 展期宣传（印刷品）

3. 展期宣传（印刷品）
3.1 会刊广告

3. 展期宣传（印刷品）
3.2 参观指南（背面广告）

封底彩版(RMB 25,000)

会刊内页彩版(RMB 10,000)

广告规格100mm(h)x100mm(w)

封二彩版(整版)(RMB 20,000)

书签夹带(彩版)(RMB 15,000)

数量 10,000份(RMB 8,000)

插分页彩版(整版)(RMB 13,000)

展商介绍页面Logo（RMB 800)

（备注：所有印刷品宣传资料含制作费，但不包含设计费用）

4. 展期宣传（广告赞助）

4. 展期宣传（广告赞助）

4.1 观众胸卡&挂绳

4.3 包柱

4
. 展期宣传（广告赞助）
玻璃贴--含制作费

观众胸卡150mm(h)x100mm(w)

包柱（下沉式中厅）--含制作费

数量 8,000张(RMB 8,000)

数量:1根（RMB 9,000）

广告规格2.15m(w) x 2.95m(h)

观众吊绳 2cm(w)

规格 1.16m(w)x2.4m(h) 4面

数量:1块(RMB 5000）

数量 8,000根(RMB 8,000)

包柱（下沉式广场）--含制作费

4.5 礼品赞助

数量:1根（RMB 25,000）2面

手机擦

4.2 现场广告牌
移动广告牌--含制作费（南北广场)

规格 正面4m(w)x5m(h)

数量:1块（RMB 25,000）

侧面2m(w)x5m(h)

数量:1000个 (RMB 8,000)
4.4 会议室租赁

规格8.5m(w)x4m(h)

小包柱（下沉式广场）--含制作费

展会内场（展厅）

移动广告牌（下沉式广场）--含制作费

数量:1根（RMB 8,000）

RMB 5,000/1小时

数量:1块（RMB 10,000）

规格 0.9m(w)x4.8m(h) 4面
4.4 展馆地贴&玻璃贴

规格6m(w)x4m(h)

RMB 8,000/2小时

会议室
RMB 6,000/1小时

RMB 9,600/2小时

方向指引地贴--含制作费
广告规格1m(w) x 1m(h)
（备注：所有印刷品宣传资料含制作费，但不包含设计费用）

数量:20张起做(RMB 500/张）

5. 展后增值服务
中国颗粒学会展后增值套餐服务

请将表格回传至：纽伦堡会展(上海)有限公司 陈洋小姐
传真：+86(0)21. 52284011

邮箱：winko.chen@nm-china.com.cn

* NMC享有IPB 所有广告及赞助的最终解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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