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20届 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CIOE2018）

展会时间：2018年9月5-8日

展会地点：中国 深圳会展中心

广告赞助方案



除特殊标注时间外，所有的赞助销售截止时间为：2018年7月15日

印刷品广告赞助：

广告稿到稿时间为：2018年7月30日前

广告稿设计要求：精度300dpi 格式jpg

特殊形式赞助：

广告稿到稿时间为：2018年7月30日前

广告稿设计要求：因广告形式特殊请与您的业务专员联系确认要求



展会会刊（A）

派发地点：参展商报道处，组委会办公室
派发形式：参展商各一套/其余自费购买，内有参展商名录详情、展商介绍、现场活动说明等
成品尺寸: 150x230mm(宽*高)
数量：20000套

编号 发布位置 价格（RMB）
成品尺寸
（mm）

设计尺寸（mm)（宽×
高，此尺寸已包含各边

3mm出血位)

A-01 封面（光通信、光学、激光红外） ¥30,000.00 150×158 156×164

A-02 封底（光通信、光学、激光红外） ¥30,000.00 150×230 156×236

A-03 封二（光通信、光学、激光红外） ¥28,000.00 150×230 156×236

A-04 前扉（光通信、光学、激光红外） ¥28,000.00 150×230 156×236

A-05 封三（光通信、光学、激光红外） ¥28,000.00 150×230 156×236

A-06 后扉（光通信、光学、激光红外） ¥28,000.00 150×230 156×236

A-07 跨页 ¥25,000.00 300×230 306×236

A-08 内页 ¥20,000.00 150×230 156×236

A-09 会刊腰封 ¥35,000.00 420×70 426×76



参观指南（B）

派发地点: 各观众报道处、咨询处、服务台、组委会办公室等大量派发或自行取阅

派发形式：免费派发。内附展位图、参展商名录、同期会议活动说明等，是现场人手一本的

展会参观综合指南

成品尺寸:210x285mm（宽*高）

数量：60000份

编号 发布位置 价格（RMB）
成品尺寸
（mm）

设计尺寸（mm)（宽×
高，此尺寸已包含各边

3mm出血位)

B-01 封面 ¥50,000.00 210×210 216×216

B-02 封底 ¥30,000.00 210×285

216×291

B-03 封二 ¥28,000.00 210×285

B-04 前扉 ¥28,000.00 210×285

B-05 封三 ¥28,000.00 210×285

B-06 后扉 ¥28,000.00 210×285

B-07 内页（限15家） ¥25,000.00 210×285



参展商手册（C)

派发地点:邮寄给所有参展商以及主场、搭建商等合作方

派发形式：含展会基本信息，参展商全程参展指导等

成品尺寸:210x285mm（宽*高）

数量：5000本

编号 发布位置 价格（RMB）
成品尺寸
（mm）

设计尺寸（mm)（宽×
高，此尺寸已包含各边

3mm出血位)

C-01 封面 ¥30,000.00 210×210 216×216

C-02 封底 ¥30,000.00 210×285

216×291

C-03 封二 ¥28,000.00 210×285

C-04 前扉 ¥28,000.00 210×285

C-05 封三 ¥25,000.00 210×285

C-06 后扉 ¥25,000.00 210×285

C-07 内页(限10家) ¥20,000.00 210×285



《中国光电》杂志（D）

注：季刊，两期起订；7-9月出版现场特刊价格在上述价格基础上上浮20%

派发形式：邮寄，参展派发，光电行业专业杂志

成品尺寸:210x285mm（宽*高）

数量：5000本每期

编号 发布位置 价格（RMB）
成品尺寸
（mm）

设计尺寸（mm)（宽×
高，此尺寸已包含各边

3mm出血位)

D-01 封底 ¥20,000.00 210×285

216×291

D-02 封二 ¥20,000.00 210×285

D-03 前扉 ¥20,000.00 210×285

D-04 封三 ¥20,000.00 210×285

D-05 后扉 ¥20,000.00 210×285

D-06 跨页 ¥20,000.00 420×285 426×291

D-07 内页 ¥15,000.00 210×285 216×291



《中国光博快讯》报（E）（共3期）

派发地点: 报道处、咨询台、服务处

派发形式：《中国光博会快讯》是展会期间出版的每日快
报，内容包括展会每日新闻、参展参会期间商业活动
内容预告和时间表、参展参会企业新技术新产品介绍、
展台和产品图、新技术产品论文、现场采访报道、厂
商特约报道、周边服务设施介绍等。

成品尺寸:240x334mm（宽*高）

数量：每期30000份，共3期

编号 发布位置 价 格（RMB） 成品尺寸(mm)
设计尺寸（mm)
（宽×高)

E-01
封面半版（共3期，
每期限1家）

¥35,000.00 240×150 240×150

E-02 封底 ¥30,000.00 240×334 240×334

E-03 封二 ¥28,000.00 
240×334 240×334

E-04 内页整版 ¥25,000.00 

E-05 1/2内页 ¥20,000.00 
240×165(横式) 240×165(横式)

118×334(竖式) 118×334(竖式)

E-06 封面LOGO ¥15,000.00 75×18 75×18



F-01 礼品赞助（独家）
编号：F-01

项目:礼品赞助（独家赞助）

（贵宾及参展商礼品）

尺寸:

数量:10,000个

价格：300,000元



F-02 参观券（门票）之企业LOGO
（限40家） 编号：F-02

项目:参观券（门票）之企业LOGO

尺寸:300DPI或以上分辨率

数量:40家

价格:15,000元



F-03 观众证件及吊带（独家）
编号：F-03

项目:观众证件及吊带（独家）

吊带广告尺寸: 见图示

证件背面广告尺寸: 见图示

数量:80,000个

价格：200,000元

说明：所有专业观众、买家佩带入场的证件，四色双

面印刷，吊带广告仅限客户Logo



F-04 参展商证件及吊带（各展，限3家）
编号：F-04

项目:参展商证件及吊带（各展，限3家）

吊带广告尺寸: 见图示

证件背面广告尺寸: 见图示

数量:各10,000个

价格：100,000元
说明：各展参展人员佩带入场的证件，四色双面印刷，
展商信息实名打印，吊带广告仅限客户Logo



F-05 无纺布资料袋（独家）

编号：F-05

项目:无纺布资料袋（独家）

尺寸：420×340×90mm(宽x高x深) 两面

数量:60,000个

价格：200,000元
说明：四色印刷



F-06 资料袋—纸袋
编号:F-06

项目：资料袋—纸袋

尺寸: 285x400x95mm(宽x高x深)

印刷要求：四色印刷

材料: 铜版纸

数量: 60,000个

价格: 100,000元/面
200,000元/独家



F-07 大会瓶装饮用水（独家）
编号：F-07 

项目：大会瓶装饮用水

数量：60,000支

尺寸：200x50mm(宽x高)

价格:100,000元



G-01 展厅悬挂（吊旗，双面）

编号：G-01 

项目：展厅悬挂（吊旗，双面）

数量：1号馆限40面，2/9号馆限20面，

3/4/6/7/8号馆限10面

尺寸：6×8m(宽x高)

价格:25,000 元



G-02 二楼服务区工作间两侧幕墙
编号：G-02

项目：二楼服务区工作间两侧幕墙

数量：205展商报道处，201、206、
215观众报道处，207组委会办公室，
共5个工作间

尺寸：3.5×3.6m (宽x高，由三块
3.5×1.2m的雪弗板组成 )

价格:30,000元/工作间



G-03 观众填表台KT板（独家）
编号：G-03

项目：观众填表台KT板（独家）

数量：201、206、215观众报道台前

尺寸：见图示

价格:5,000元/个



G-04 室内条幅
编号：G-04

项目：室内条幅（二楼服务区北入口
墙体）
数量：共3块
尺寸：4×14m

价格:30,000元/条



G-05 室内条幅

编号：G-05

项目:室内条幅（各馆内二楼观展平台护栏）

广告尺寸:26×1.2M

数量:1号馆共4条，2、9号馆各2条，其他馆各1条

价格：20,000元/条



G-06 室内条幅

编号：G-06

项目:室内条幅（ 1号馆内观光电梯）

广告尺寸:3×12.6M

数量:4条

价格：20,000元/条



G-07 室内幕墙（5、6号馆入口）

编号：G-07

项目:室内幕墙（ 5、6号馆入口幕墙）

广告尺寸:2.93*1.18M/块（宽*高）

数量:20块起订

价格：50,000元/20块



H-01 落地气球（双皮，3M内径）

编号：H-01

项目:落地气球（双皮，3M内径）

广告尺寸: 3M内径

数量:8或16个起订，北广场水池内

价格：5,000元/个



H-02 广场天桥喷绘

编号：H-02

项目:广场天桥喷绘
（北广场，桁架喷绘，每侧15块，共30块）

广告尺寸: 9m×4m

数量:共2侧,每侧15块，共30块

价格：15,000/块（3块起订）；150,000/侧



H-03 天桥长廊KT板

编号：H-03

项目:天桥长廊KT板（北广场，共2侧，每侧15
块，共30块，KT板制作）

广告尺寸: 5m×1m

数量:共2侧,每侧15块，共30块
价格： 30,000/侧



H-04 台阶封板

编号：H-04

项目:台阶封板（北广场）
广告尺寸: 17.7×4.9m（宽*高）
数量:共3块
价格：50,000元/块



H-05 三角架广告板

编号：H-05

项目:三角架广告板（北广场水池内、广场、旗杆区等）

广告尺寸: 10.5×3.7m（宽*高）
数量:共20块
价格： 25,000元/块(双面）



H-06 地贴广告

编号：H-06

项目:地贴广告（北广场台阶外侧）
广告尺寸: 2.9×0.16m（宽*高）
数量: 1*16块起订

价格：50,000元/16块



H-07 北门幕墙

编号：H-07

项目:北门幕墙
广告尺寸: 2.93*1.18m/块（宽*高）
数量: 4*5共20块起订，共三处

价格：80,000元/20块



H-08 通道/东西门室外幕墙

编号：H-08

项目:通道/东西门室外幕墙

（东—8、9展馆、 西—2、3展馆幕墙）

广告尺寸: 2.93*1.18m/块（宽*高）

数量: 8块起订

价格：15,000元/8块



H-09 通道/南北门室外幕墙

编号：H-09

项目:通道/南北门室外幕墙

（1-2号馆、1-9号馆、4-5号馆、6-7号馆）

广告尺寸: 2.93*1.18m/块（宽*高）

数量: 16块起订

价格：30,000元/16块



H-10 东西门观光梯条幅
编号：H-10

项目:东西门观光梯条幅

（东西门观光电梯外侧，共4条）

广告尺寸: 3×10.2m（宽*高）

数量: 4条

价格：20,000元/条



H-11 北广场欢迎牌背面
编号：H-11

项目:北广场欢迎牌背面（桁架喷绘，左、

右两侧，限2家）

广告尺寸: 8×6m（宽*高）

数量: 2家

价格：100,000元/家



H-12 灯杆旗 编号：H-12

项目:灯杆旗（展馆四周绿篱内，共140杆）

广告尺寸: 0.6×2.5m （宽*高）

数量: 140杆

价格：1,500元/杆，10杆起订



H-13 形象旗
编号：H-13

项目:形象旗（东西门二楼平台各10杆）

广告尺寸: 1×3.5M （宽*高）

数量: 20杆

价格：35,000元/10杆



H-14 北广场花坛形象旗
编号：H-14

项目:北广场花坛形象旗（北广场两侧各9杆）

广告尺寸: 0.8×2.5m （宽*高）

数量: 18杆

价格：50,000元/9杆



H-15 北广场斜坡地面全彩喷绘
编号：H-15

项目:北广场斜坡地面墙面全彩喷绘（限两家）

广告尺寸: 待定（宽*高）

数量: 2侧

价格：100,000元/侧



H-16 北广场水池侧面、斜面贴画
编号：H-16

项目:北广场水池侧面、斜面贴画

广告尺寸: 待定（宽*高）

数量: 每侧3处，两侧共6处

价格：50,000元/侧



H-17 六面体球
编号：H-17

项目:六面体球（1-2号馆、2-9号馆间通道可各放10个，二

楼7米5通道左右各放10个）

广告尺寸:高2.5m(画面1.3×1.3m)

数量:40个

价格：5,000元/个，10个起订



H-18 东西门室外条幅
编号：H-18

项目:东西门室外条幅(东西门二楼平台栏杆内侧，共4条）

广告尺寸: 15×1.3m（宽*高）

数量: 4条

价格：25,000元/条



H-19 各馆室外条幅（南北面幕墙）
编号：H-19

项目:各馆室外条幅（南北面幕墙）

广告尺寸：24×2.5M （宽*高）

数量:

价格：50,000元/条



H-20 北广场全彩高亮度LED双屏
编号：H-20

项目:北广场全彩高亮度LED双屏（赞助费达10万元以

上企业赠送1次）

广告尺寸: 11.3×8.5m （宽*高）

数量:LED画面轮播

价格：3,000元/5分钟



X-01 展会期间现场专题发布会（25分钟）

编号：X-01

项目:展会期间现场专题发布会

时长:25分钟

数量:根据会议排期而定，数量有限排满即止

价格：20,000元/场



X-02 发布会背景板LOGO

编号：X-02

项目:发布会背景板LOGO

数量:限10个

价格：15,000元/个



L-01 展会期间高峰论坛主题演讲

编号：L-01

项目:展会期间高峰论坛主题演讲

时长:25分钟（20分钟演讲，5分钟互动交流）

数量:根据会议排期而定，数量有限排满即止

价格：20,000元/场



L-02 主题论坛背景板LOGO

编号：L-02

项目:主题论坛背景板LOGO

数量:限10个

价格：15,000元/个



M 中国国际光电高峰论坛—会议手册

编号 发布位置 价格（RMB） 成品尺寸（mm）
设计尺寸（mm)（宽×高，
此尺寸已包含各边3mm

出血位)

M-01 封面 ¥25,000.00 210×210 216×216

M-02 封底 ¥20,000.00 210×285

216×291

M-03 封二 ¥18,000.00 210×285

M-04 前扉 ¥15,000.00 210×285

M-05 封三 ¥18,000.00 210×285

M-06 后扉 ¥15,000.00 210×285

M-07 内页(限10家) ¥10,000.00 210×285

派发地点: 各参展商报道处，会议嘉宾、听众报道处；

派发形式：免费派发。含同期所有会议、活动详细说明，嘉宾介绍与报告摘要
等；

成品尺寸:210x285mm（宽*高）

数量：20000份



CIOE各专业展网站页面（W）

1、W-01首页横幅广告

地点：网站首页最上方

价格：RMB 50,000/月

2、W-02首页左侧方块广告

地点：网站首页“专业分区规划”栏目上方

价格：RMB 40.000/月

3、W-03首页通栏广告

地点：网站首页“专业分区规划”栏目下方

价格：RMB 30,000/月

4、W-04首页右侧按钮广告

地点：网站首页右侧

价格：RMB 20,000/月

5、W-05首页LOGO广告

地点：网站首页“知名展商”栏目

价格：RMB 15,000/月



CIOE各专业展网站页面（W）

W-06栏目页通栏广告

地点：在各展网站的所有栏目页上方

价格：RMB 20,000/月



了解更多展会详情，请登陆：

WWW.CIOE.CN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海德三道海岸大厦东座607室 邮编：518054      

电话： +86 755 8629 0901 传真：+86 755 8824 2599 邮箱: cioe@cioe.cn

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CIOE）组委会

CIOE 二十周年

感谢有您一路相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