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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中国国际五金展广告招商方案 

一、现场广告 

广告类别 图示 位 置 规 格 报价 数量与特点 

充气拱门 

 

南广场 

内广场（现场定位） 
跨度 18m 18,000 元/座 

数量：12 座 

色彩鲜明，位置超前，观

众必经之路，效果明显。 

大型室外移

动立牌 

 

南广场 

北广场 

东广场 

L8m ×H5m 

（不包边） 
23,000 元/幅 数量：50 块 

位置优越，广告面积大，

视觉冲击力强，观众进馆

周边 

L4m ×H5m 

（不包边） 
15000 元/幅 

长廊广告 

 

南大厅至 

W1 馆长廊，北大

厅通往 N1 馆和

W5 馆长廊 

L8m ×H2.5m 

（不包边） 
35000 元/块 

数量：6 块 

入口厅通往各系列管必

经之路 

南大厅立柱

广告 

 

南注册大厅空调立

柱前 

南大厅通往 E 馆入

口处 

L4.5m×H4.5m 30,000 元/块 

数量：2 块 

展商、观众、媒体、主办

人员聚集之地 

南大厅吊旗

广告 

 

南大厅 

观众注册台上方 
W3m×L5m 20,000 元/面 

数量：8 面，在观众注册

台上方。展商、观众、媒

体、主办人员聚集之地 

连接长廊悬

挂横幅 

 

南入口厅至 W、E

馆连廊；各馆之间

连廊 

L5m×H0.7m 1,800 元/幅 

数量：60 幅 

各馆连廊上方，分布广，

覆盖面大，连续反复的形

象推广。 

内广场广告 

 

W 系列馆和N系列

馆风雨廊下 
4m×4m×2 面/3 面 30,000 元/面 

30 块 

观众、展商进馆关注的地

点，大气，受众面广 

信息牌广告 

 

各馆 1 号门观众入

口处，与本馆信息

牌一起。 

W1.2m ×H2.5m 9000 元/块 

30 块（每馆 3 块） 

观众、媒体查询展商的平

台，观众主要进出口，手

中群体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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滚动式灯箱

广告 

 

南广场、 

东广场 
L3m×H1.8m×4 幅 

18000 元/4 幅 

5000 元/幅 

南广场 4 座，东广场 3

座。  

循环滚动播放 

贵宾、待车人群关注地点 

 

二、会刊宣传 

《会刊》为展会唯一官方发布的展商数据资料，中英文对照，竖版彩色精印并附光盘版，发行 4 万册。

免费 

发放范围：海外知名国际五金展/厨卫展、国际买家、历届参会海外专业观众及 18 年参会的所有海外专

业观众。 

广告类别 规  格 报  价(元) 

封面拉页 210mm×260mm 25,000.00 

扉页 210mm×130mm 15,000.00 

封二 210mm×130mm 12,000.00 

封三 210mm×130mm 20000.00 

综合信息前双彩页第一广告位 210mm×260mm 12,000.00 

综合信息前双彩页第二广告位 210mm×260mm 10,000.00 

书签正反双面广告 180mm×60mm(双面) 12,000.00 

书签正面单面广告 180mm×60mm(单面) 8,500.00 

书签背面单面广告 180mm×60mm(单面) 5,500.00 

展商名录第一种分类检索左扉页 210mm×130mm 8,000.00 

展商名录第二种分类检索左扉页 210mm×130mm 7,000.00 

展商名录第三种分类检索左扉页 210mm×130mm 6,000.00 

综合信息后双彩页 210mm×260mm 7,800.00 

单彩页 210mm×130mm 4,500.00 

企业中英文名称推广（展会官网推广、国

内外买家邮件推广） 
 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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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手提袋单面广告（独家） 

广告类型 规  格 报  价(元) 

手提袋单面广告 350mm 宽×390mm 高×150mm 厚 
40,000 元/5,000 个 

60,000 元/10,000 个 

四、展商、观众胸卡吊带广告 

广告类型 位  置 规  格 报  价(元) 

展商胸卡 

正面横楣广告 105mm 宽× 50mm 高 30,000 元/20,000 张 

背面及背面横楣广告 
上层：105mm 宽× 50mm 高 

50,000 元/20,000 套 
背面：105mm 宽× 80mm 高 

背面横楣广告 105mm 宽× 50mm 高 25,000 元/20,000 张 

背面广告 105mm 宽× 80mm 高 40,000 元/20,000 张 

观众胸卡 

正面横楣广告 105mm 宽× 50mm 高 50,000 元/30,000 张 

背面横楣广告 105mm 宽× 50mm 高 30,000 元/30,000 张 

背面广告 105mm 宽× 80mm 高 50,000 元/30,000 张 

背面与背面横楣广告 
上层：105mm 宽× 50mm 高 

70,000 元/30,000 套 
下层：105mm 宽× 80mm 高 

胸卡吊带 
展商胸卡吊带广告 

15mm 宽 
20,000 元/20,000 条 

观众胸卡吊带 30,000 元/30,000 条 

 

五、电子会刊封底广告 

规格：210mm×140mm；报价：30,000 元/15,000 张。 

说明：多种广告组合销售折扣将大于单体折扣。 

备注： 

1、请于 2020 年 7 月 1 日前申报需求，考虑到样稿审核与制作周期，逾期将不再受理； 

2、广告合同签订后 10 个工作日内，请付清全款，逾期恕不保留该广告位； 

3、广告发布周期与展期相同； 

4、中国国际五金展办公室拥有上述报价的最终解释权。如遇自然灾害、政府性行为及展馆方调整或取消

广告位，我们将及时通告您并与您协商解决，但不承担因改变造成的违约损失。 

详情垂询： 

中国国际五金展办公室                       

联 系 人：董国生   

联系电话：010-87766850-801 

网    址：http://www.cih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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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发布申请书 

 

中国国际五金展办公室： 

我司参加 2020 年 8 月 7-9 日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办的“ ’20 中国国际五金展览会”，展

位号         。现申请展会广告如下： 

 

申请单位  

联 系 人  电 话  传真  

邮    箱  

广告类别 数量 单价(元) 广告说明 

    

    

    

    

广告款总计（大写）  

备注： 

1、请于 2020 年 7 月 1 日前申报需求，考虑到样稿审核与制作周期，逾期将不再受理； 

2、广告合同签订后 10 个工作日内，请付清全款，逾期恕不保留该广告位； 

3、广告发布周期与展期相同； 

4、中国国际五金展办公室拥有上述报价的最终解释权。如遇自然灾害、政府性行为及展馆方调整或取消

广告位，我们将及时通告您并与您协商解决，但不承担因改变造成的违约损失。 

                                        

  

申请单位：（盖章） 

                                       申请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