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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4月27日—4月30日展会时间：

展会地点： 义乌国际博览中心 官方网站：www.ssofair.com

设标准展位3000+，展览面积60000㎡+；观众人次

80000+，到会专业观众12000+，境外客商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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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媒体推广伙伴



正面广场

名称：室外桁架（环广场）
数量：14块
尺寸：W：6M x H：3M
位置：博览中心正面广场
单价：8000RMB/块/展期

名称：人行通道灯箱
数量：8块（左右各4块）
尺寸：W：1M x H：1.8M
位置：博览中心正面广场人行通道
单价：3000RMB/块/展期



名称：馆外固定灯箱
数量：2块
尺寸：W：6M x H：3M
位置：博览中心正面广场人行通道
单价：10000RMB/块/展期

正面广场



名称：场馆外墙吊幅广告
数量：4块
尺寸：W：未定 x H：未定（根据效果，高度建议14
米，宽度可另议）
位置：博览中心正面广场人行通道
单价：100RMB/平方米/展期

墙体



名称：博览中心墙体广告（1、8号门）
数量：2
尺寸：W11米 x H3米
位置：博览中心墙体（客商入口上方）
单价：15000RMB/块/展期

名称：博览中心内场室外柱子广告
数量：50
尺寸：（限海报）未定
位置：如图
单价：2000RMB/根/展期

墙体



馆内

名称：博览中心馆内护栏广告E-1
数量：1个
尺寸：W：7.6M x H：2.3M
位置：如图
单价：10000RMB/块/展期

名称：博览中心馆内护栏广告E-2
数量：1个
尺寸：W：7.6M x H：1.7M
位置：如图
单价：8000RMB/块/展期



名称：博览中心馆内护栏广告A-1
数量：1个
尺寸：W：7.6M x H：1.7M
位置：如图
单价：8000RMB/块/展期

名称：博览中心馆内护栏广告A-2
数量：1个
尺寸：W：7.6M x H：2.3M
位置：如图
单价：10000RMB/块/展期

馆内



馆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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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序厅广告（开幕式舞台）
数量：3个
尺寸：W：6.75M x H：2.95M
位置：如图
单价：15000RMB/块/展期



名称：博览中心馆内各馆1号门灯箱广告
数量：5块（每馆1号门口1块）
尺寸：W1.8米 x H3米
位置：各馆1号门门口
单价：5000RMB/块/展期

馆内



名称：博览中心馆内中央连廊桁架
数量：未定
尺寸：W：6M x H：3M
位置：中央连廊
单价：10000RMB/块/展期

名称：博览中心馆内中央连廊桁架
数量：未定
尺寸：W：4M x H：3M
位置：中央连廊
单价：7000RMB/块/展期

馆内



名称：博览中心馆内护栏广告C-1、C-2
数量：2块
尺寸：C-1 W：5M x H：2.3M，C-2 W：5M x H：2.2M
位置：如图
单价：C-1 5000RMB/块/展期,C-2 4000RMB/块/展期

名称：博览中心馆内吊幅广告
数量：10块（正反面）
尺寸：W：4M x H：6M
位置：如图
单价：10000RMB/块/展期

馆内



客商报到处

名称：客商报到处墙面广告
数量：三处，每处5块
尺寸：W：3M x H:1.3M
位置：如图
单价：15000RMB/块/展期



名称：馆内墙体广告1/5号门
数量：20
尺寸：W:3M x H:8m / W:4M x H:9m
位置：如图
单价：12000RMB/块/展期，15000RMB/块/展期

馆内1/5号门



名称：博览中心馆内墙体广告（A1、E1）
数量：2块
尺寸：W：8.8M x H：3.45M
位置：A1、E1馆
单价：15000RMB/块/展期

馆内



名称：会刊彩页（6000册）
数量：10P
尺寸：单页 140mm*210mm，出血位3mm
位置：封二、目录前、内页
单价：封二20000RMB，目录前全页8000RMB

内页跨版8000RMB、内页单页5000RMB

会刊示意图

彩页效果图

印刷品



名称：证件吊绳（单色LOGO）
数量：参展商10000条，专业观众30000条
尺寸：无
位置：如图
单价：0.5RMB/条（含制作费，10000条起）

印刷品



名称：参展证、采购证——证件小插卡（单面）
数量：参展商证10000张，专业观众证30000张
尺寸：未定
位置：如图
单价：1RMB/张（含制作费，5000张起）

印刷品



名称：参观指南彩页（30000册）
数量：20P
尺寸：单页 140mm*210mm，出血位3mm
位置：封二、目录前页、内页
单价：封二20000RMB，目录前全页8000RMB

目录前跨页15000RMB，内页5000RMB
内页跨页8000RMB

印刷品



项目 规格/说明 价格

门票背面广告 按实际尺寸设计

10000RMB/ 30000张/组
30000RMB/ 100000张/组
50000RMB/ 200000张/组

（含制作费）

纸质手提袋广告 按实际尺寸设计
20000RMB/10000只

（含制作费）

赞助品
须体现大会LOGO形象
（采购商附赠礼品）

可附赠配送资源
（需根据价值详谈）

印刷品及赞助品



官网、微信

焦点图：3000元/月

浮动banner：2000元/月

微信：首条5000元/篇

次条3000元/篇

底部logo：附赠资源

EDM电子展讯：

推荐企业1500元/期

底部友情文字链500元/期（5期起）



A 套餐

1. 官网、微站、微信头条整合推广1次

2. 会刊彩页（内页）广告1页

3. 证件挂绳广告1组（10000条/组）

4. 客商报到处墙面广告 1个

5. 证件插卡广告位1组（10000张/组）

6. 参观指南（内页）广告1页

总价值：5万元
套餐价：3.98万元

B 套餐

1. 官网、微站、微信头条整合推广2次

2. 会刊彩页（内页）广告2页

3. 参观指南（内页）广告2页

4. 馆外桁架广告位1个

5. 证件挂绳广告1组（10000条 /组）

6. 证件插卡广告位1组（10000张/组）

7. 客商报到处墙面广告3处各1个

8. 展前或展中本地新闻媒体专访一次

9. 展中本地电视媒体专访一次

总价值：10万元
套餐价：6.98万元

C 套餐（限两家）

1. 官网、微站、微信头条整合推广3次

2. 会刊目录前广告2页

3. 参观指南目录前广告2页

4. 馆内/外桁架广告位各1个

5. 礼品袋（无纺布）单面广告5000只

6. 馆内直幅广告1个

7. 所在馆1号门灯箱广告1个

8. 合作伙伴广告墙LOGO位

9. 官网战略合作企业LOGO位

10.客商报到处墙面广告3处各1个

11. 展前或展中新闻媒体专访（本地媒体

及国内知名网络媒体各一次）

12. 展中本地电视媒体专访一次

总价值：超15万元

套餐价：9.98万元

套餐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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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助品单价为50-100元，礼品由赞助商提供、可在礼品上印制赞助商标识

可获取的权益：与所赞助礼品价值相等的市场推广项目（可自由选择当时还剩余的广告项目)

赞助品单价为5-10元，礼品由赞助商提供、可在礼品上印制赞助商标识，用于提前办理文交会证件的预登记客商以及现场
调查问卷受访者

可获取的权益：与所赞助礼品价值相等的市场推广项目（可自由选择当时还剩余的广告项目)

赞助品单价为10-20元，礼品由赞助商提供、可在礼品上印制赞助商标识，用于现场活动及线上活动的参与者

可获取的权益：与所赞助礼品价值相等的市场推广项目（可自由选择当时还剩余的广告项目)

A.会刊内页彩页广告1P

B.授权大会指定用水冠名

C.获取与赞助水价值相当的推广项目广告位

礼品赞助



地 址：浙江省义乌市宗泽东路35号图书馆东侧一楼

电 话：0579-85415730

传 真：0579-85415701

E-mail:  service@sinaexpo.com

网 站： www.ssofair.com

微信公众号：中国文交会

联系方式



谢 谢

中义国际会展（义乌）有限公司

Sinaean International Expo(Yiwu) Corporation Limi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