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HIA CHINA2023 

工业创新，智造未来 

中国国际工业装配及传输技术设备展览会 

中国国际智能工厂及自动化技术展览会 

时间：2023年06月 07-09 日   地点：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天竺新馆） 

广告与赞助方案 

借助 AHIA China2023 的赞助及广告方案，在展会期间进行宣传与推广计划，以帮助您带来更大的

参展效益。AHIA China2023 特设的各种高效赞助及宣传方案，将会在展前，展中及展后给参展商带来

众多商机并增强参展效果。赞助和广告商将得到如下收益： 

 通过有效市场曝光接触到目标客户

 比竞争对手获取更多曝光率

 以行业领先者姿态赞助活动

 提升品牌形象及认知度

 通过新的平台建立网络，增加贸易机会

一、市场推广项目 

1、会刊、印刷广告 

类  别 规  格 总 数 备  注 报  价 

会刊封面 145（宽）x 210（高）cm 

各边不含 3毫米出血 
独家 

抬头需是展会的信息占整

幅的四分之一 30000 元/1P 

会刊封底 145（宽）x 210（高）cm 

各边不含 3毫米出血 
独家 整幅印制广告页 20000 元/1P 

会刊封二/前扉 145（宽）x 210（高）cm 

各边不含 3毫米出血 
独家 整幅印制广告页 16000 元/1P 

会刊封三/后扉 145（宽）x 210（高）cm 

不含 3 毫米出血 
独家 整幅印制广告页 12000 元/1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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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刊彩页 

（内页） 
145（宽）x 210（高）cm不

含 3 毫米出血 
20 家 整幅印制广告页 5000 元/1P 

会刊彩页 

（跨版） 

290（宽）x 210（高）cm不

含 3 毫米出血 
5 家 整幅印制广告页 8000 元/1P 

参观指南封底 

广告  
14cmx12cm 独家 

进入展馆人手一份图文广

告位  
9000 元 

资料袋（无纺布） 
40cm（宽）*35cm（高）*13.5cm

（厚） 
独家 

专业客商人手一个，颜色

不超过 4 色  
60000 元 

采购商证件插卡

广告位  
按实际规格 独家 采购商证件图文广告位 50000 元 

参展商证件插卡

广告位  
按实际规格 独家 参展企业证件图文广告位 30000 元 

证件挂绳广告 按实际规格 独家 
所有证件上均有吊带广

告，单色 Logo 文字  
60000 元 

客商报到处墙面

广告  
3mx1.3m 20 

境外、国内客商报到处黄

金广告位  
8000 元/个 

微信公众号、微站

首页推广  
按照次数 N 

数万有效关注人群图文视

频等推广  
3000 元/次 

参观券/请柬 
210mmx90mm 独家 

直接发到整车或零部件负

责人手中  

参观卷/请柬：20000

元/1 万张 

2、现场广告 

类  别 规  格 总 数 备  注 报  价 

大会开幕式背景

牌 

印上公司名称 

和 LOGO 

4mx10m 独家 
与会人员合影留念和媒体

宣传必拍之处 

8 万元 

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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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外行架门 
跨度 15 米 16 与会人员必看的广告位 

8 万元 

独家 

室外桁架广告 
4mx6m/展商制定大小 16 

仅次于开幕式背景牌的广

告效应 

30000 元/个/根据具

体情况定价 

新闻中心 4mx6m/展商制定大小 独家 

成为展会期间作为记者休

息区的新闻中心的独家赞

助商。  

50000 元 

茶歇 4mx6m/展商制定大小 独家 

成为展会期间做为观众休

息区的茶点供应的独家赞

助商 

50000 元 

馆内通道广告 3m（宽）X2.5m（高） 10 

贵司形象覆盖馆内主通道

顶头区域，为您的客户留

下深刻的印象。 

3000 元/面 

二、赞助品需求 

需求类别 赞助品类别 用途 需求总数 价值 

现场活动赞助品： 

现场微信活动的

参与者（印展会和

企业 LOGO）  

日用品类、水、文具、工

艺品等 

用于奖励参与微信系列活

动的参与者  

参与者礼品：20000 份， 

分为 2 组，每组 10000

份 
1-5 元 

现场活动赞助品： 

现场微信活动的

获奖者（印展会和

企业 LOGO） 

日用类、工具、工艺品、

文体休闲、雨伞、箱包等 

用于奖励参与微信系列活

动的参与者 

和获奖者 

2000 份，分为 2 组， 

每组 1000 份 
10-20 元 

预登记赞助品：网

络预登记外商、调

查问卷礼品 

保温杯、竹木制品、厨具、

纪念章及其他纪念品 

用于提前办理证件的预登

记客商以及现场调查问卷

万卷者 

4000 份，分为 2 组， 

每组 2000 份，其中调查

问卷礼品 500 份 

10-20 元 

VIP 参观商赞助

品：  

商务礼品、U盘、特色工

艺品、饰品及其他商务礼

品 

用于 VIP 参观商 500 份以上 30-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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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开幕式嘉宾

赞助品 
高级商务礼品、电子产

品、进口商品 
出席开幕式嘉宾 200 份以上 100-500 元 

联谊酒会   开幕晚宴 
开幕晚宴 5分钟讲话及晚

宴相关广告 
独家 10 万元 

展会总冠名赞助 
所有出现展会名称的地

方都体现贵公司 
XX 公司+展会名称 独家 50 万 

请填妥并回传 sales@ah-show.com 电话/传真：+86-10-52338064 

公司名称：    
联系人：                       职务：   
地址：   
城市：                     邮政编码：   省份/地区： 
电话：     传真： 
电子邮箱：      网站：  
条款及细则： 
1. 赞助和广告版位以先到先得的原则安排。

2. 主办单位保留拒绝接受任何赞助及广告申请的权利。

3. 参展商应当协助主办单位提供相应的公司标志及材料所用，所有提供的公司标志及材料须经主办单位批准后方可使用。 

4. 主办单位将不负责任何，遗失及损毁，以及因刊登广告失败而作出的赔偿。

5. 所有赞助及广告需付清全款，经主办单位确认后方可。

6. 最终费用以人民币付款为准，对于美元付款的赞助商/参展商，主办单位将提供折算汇率并有权更改。所有银行汇款的

手续费将由赞助商/参展商支付。

我公司同意并遵守    赞助及广告条款及细则。 

签字（盖章）：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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