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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项目售完即止。最终解释权归广州国际乐器展所有。 

(A) 赞助方案及纪念品

A01 参观包袋 （已截止） 

说明：展会提袋将于展会各个登记处免费向观众派发。 

• 一面印上赞助商公司商标及展台号, 另一面印有展会logo 

价格： 

1) 20,000个(独家赞助)，人民币80,000元 

2) 10,000个 (联合赞助, 最多2家)，人民币40,000元 

3) 5,000个 (联合赞助, 最多2家)，人民币25,000元 

 

 

 

(B) 展会宣传资料 

B01 展会会刊 

说明：展会会刊内容包括展会介绍、展馆平面图、活动日程、展商名单、产品 

及技术介绍等详细资料,是展商和观众在展会期间及日后的必读刊物。 

贵司的广告将随展会会刊被长期保存。 

 

价格： 

B01-1) 封二(封面内页)  (整版，四色印刷)，人民币9,000元 

B01-2) 内页首页(右)    (整版，四色印刷)，人民币8,500元 

B01-3) 封三(封底内页)  (整版，四色印刷)，人民币7,000元 

B01-4) 封底整版        (整版，四色印刷)，人民币12,000元 

B01-5) 内页尾页(左)    (整版，四色印刷)，人民币5,000元 

B01-6) 全页(位置随机)  (整版，四色印刷)，人民币4,000元 

 

 

 

 

B02 观众指南 

主办单位于展会现场向每位观众免费派发观众指南一份，内有展馆平面图、 

展商名单、活动及会议日程等信息，方便观众快速搜寻目标展位并了解展会资料。 

是另一个黄金宣传机会。 

 

B02-1) 封二 (封面内页)  (整版，四色印刷)，人民币14,000元 

B02-2) 内页首页 (右)    (整版，四色印刷)，人民币16,000元  

B02-3) 封底             (整版，四色印刷)，人民币17,000元 

B02-4) 封三 (封底内页)  (整版，四色印刷)，人民币12,000元 

B02-5) 内页尾页 (左)    (整版，四色印刷)，人民币 9,200元 

B02-6) 全页 (位置随机)  (整版，四色印刷)，人民币8,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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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广告选项 (现场广告)

 

C01 中平台棚下吊起幅广告 

规格: 1.1米高*8米宽 

位置: 中平台 

制作: 画布 

数量: 6幅                             

价格: 人民币10000元/幅/期 

 

 

C02 展馆周边道旗 

规格: 1米 (宽) x 3.8米 (高)  

位置: 展馆周边走道 

制作: 画布 

数量:120杆                               

价格: 人民币2,000元/幅/期 

 

 

C03 中平台展馆入口 

包柱广告 

规格: 3米高*1.5米宽 

位置: 中平台展馆入口 

制作: KT板 

数量: 4座                         

价格: 人民币13000元/座/期 

 

 

C04 展场中路两侧 

落地桁架广告 

规格: 3米高*6米宽 

位置: 展场中路 

制作: 画布 

数量: 1幅                            

价格: 人民币17000元/幅/期  

 

 

C05 中平台落地桁架广告 

规格: 3米高*6米宽 

位置: 中平台 

制作: 画布 

数量: 5幅                          

价格: 人民币 17000元/幅/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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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6 B区珠散廊桥上方横幅广告   

位置: B区珠散廊桥 

制作: 画布 

数量: 5幅                          

价格: 人民币 20000元/幅/期 

 

 

 

C07 珠散上空吊幅广告组（竖式）  

规格：6米高*4米宽 

位置: B区珠散上空吊幅 

制作: 画布 

数量: 16块                          

价格: 人民币 17000元/块/期 

 

 

C08 B 区珠散上空吊幅广告组（横

式） 

规格：5米高*8米宽 

位置: B区珠散上空 

制作: 画布 

数量: 16块                          

价格: 人民币 31000元/块/期 

 

 

C09 展馆三楼入口上方 

玻璃幕墙广告  

规格：7.15米高*14米宽 

位置: 展馆三楼 

制作: 合成布 

数量: 3幅                          

价格: 人民币 31000元/幅/期 

 

 

 

C10 展馆三楼幕墙广告 

规格：8米高*15米宽 

位置: 展馆三楼 

制作: 画布 

数量: 6幅                       

价格: 人民币 31000元/幅/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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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1 珠散北侧墙身广告  

规格：6米高*15米宽 

位置: 展馆珠散北侧墙身 

制作: 画布 

数量: 6幅                       

价格: 人民币 28000元/幅/期 

 

 

C12 展馆三楼通道落地箱体广告  

规格：2.5米高*5米宽 

位置: B区展馆三楼通道 

制作: KT板 

数量: 8幅                       

价格: 人民币 13000元/幅/期 

 

 

 

C13 东平台落地桁架广告（北侧

/西侧）  

规格：3米高*6米宽 

位置: 东平台 

制作: 画布 

数量: 8幅                       

价格: 人民币 17000元/幅/期 

 

C14 东平台落地桁架广告（南侧） 

规格：2.5米高*5米宽 

位置: 东平台 

制作: 画布 

数量: 5幅                       

价格: 人民币 17000元/幅/期 

 

 

C15 舞台 LED 屏幕广告 

在展会现场演奏舞台LED屏幕上，以图片或视频的形式滚动播放广告。 

位置：展馆南广场舞台（B区三楼展馆飘台） 

规格：图片/视频 

视频时长：60s 

价格：10,000元/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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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微信公众号推广机会 

项目名称 说明 规格、报价 示意图 

D01   

观众预登记-链接首

页：下方横额广告 展会现已全面采用电子观众

证，观众只需要在公众号进

行预登记即可在展会现场扫

码进场。 

公众号预登记界面的广告资

源紧缺，覆盖面广，能让产

品资讯直达观众。 

 

文件格式：JPG 

图片尺寸：75mm X 30.7mm 

图片精度：72dpi 

 

价格：20,000元 

 

D02   

观众预登记-获取参

观二维码界面：上方

横额广告 

 

D03   

现场图片直播首页封

面图 

公众号上的图片直播功能，

可以即时反映展会现场状

况，是客商了解展会现场的

绝佳通道。2021年的图片直

播约有 13670人访问。 

文件格式：JPG 

图片尺寸：750px * 1014px 

 

价格：15,000元 

 

D04 

公众号推文文末小广

告 

此广告位于公众号的推文底

部，推文的历史浏览量最高

高达约 17000，受众定位精

准，是推广产品的好机会。 

文件格式：JPG 

图片像素要求：2953 X 1890 

版式：横版 

 

价格：2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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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展位图涂色及参展企业 logo 标注 

在展位图上涂色，并标注参展企业的 logo，以便于识别。 (如图示) 

位置：所有官方公布的展位图上（其中包括会刊、参观指南、公众号、官网以及展会现场图纸） 

颜色：由主办方拟定 

数量：每个展馆限 8家，售完即止 

价格：3,000元 

示例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