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 印刷品宣传

展览会会刊

作为展会最权威的出版物，上海理财博览会会刊全面收录参展企业的详细贸易信息。观众
不但可以利用这本极具价值的会刊在展览会上找到自己的目标展商，还可以在展览会后将其作
为一本采购指南随时参考。投放会刊广告不但可以配合您进行展台宣传，更可吸引更多的买家
和潜在客户，是一项低成本、高时效的宣传方式！

< 2014展会样刊 >



A. 印刷品宣传

SD-1：封面拉页广告（独家）

描述：醒目的位置使得客户主动浏览性高，充分彰显
企业的雄厚实力，适合企业整体形象推广！

单价：RMB 18,000

尺寸：210*286mm（高*宽）
精度：300dpi（3mm出血）
格式：tif，jpg

SD-2：封二广告（独家）

描述：此广告形式效果一流，可以迅速提高企业的
知名度和美誉度，带来无穷的商机，在广告
的重复阅读上也会得到充分的发挥！

单价：RMB 10,000

尺寸：210*143mm （高*宽）
精度：300dpi（3mm出血）
格式：tif，jpg

SD-3：扉页广告（独家）

描述：位置显著，浏览量极高，适合企业推广品牌
和提升公众影响力！

单价：RMB 10,000

尺寸：210*143mm （高*宽）
精度：300dpi （3mm出血）
格式：tif，jpg

注：请选择广告内容的参展商遵照主办方既定的日期及尺寸格式准时提交。



SD-4 ：封三广告（独家）

描述：具有极高的关注率，比较适合发布新的理财
产品，色彩冲击力强，带给您超值的广告市
场效果！

单价：RMB 7,000

尺寸：210*143mm （高*宽）
精度：300dpi （3mm出血）
格式：tif，jpg

SD-5：封底广告（独家）

描述：同为浏览量极高的广告形式，视觉冲击力大，
观众浏览性高，帮助贵公司提高企业影响力！

单价：RMB 15,000

尺寸：210*143mm （高*宽）
精度：300dpi （3mm出血）
格式：tif，jpg

SD-6 ：封底拉页广告（独家）

描述：广告形式美观大方，视觉冲击力高，高品质
的封底拉页，效果仅次于封面拉页，是贵公
司广告投放的极佳选择！

单价：RMB 17,000

尺寸：210*286mm （高*宽）
精度：300dpi （3mm出血）
格式：tif，jpg

A. 印刷品宣传

注：请选择广告内容的参展商遵照主办方既定的日期及尺寸格式准时提交。



SD-7 ：内页整版广告（可多家）

描述：客户点投率最高的广告形式，适合企业
宣传新产品及新服务，将带给您意想不
到的超值广告回报！

单价：RMB 6,000

尺寸：210*143mm （高*宽）
精度：300dpi （3mm出血）
格式：tif，jpg

SD-8 ：跨页广告（可多家）

描述：位于内页的跨页广告，色彩鲜活亮丽，
突显贵公司的影响力！

单价：RMB 10,000

尺寸：210*286mm （高*宽）
精度：300dpi （3mm出血）
格式：tif，jpg

SD-9 ：书签广告（独家）

描述：书签因其独特的形式，极易受到关注，是企业
宣传突破传统平面会刊广告的绝佳选择！

单价：RMB 8,000

尺寸：180*80mm （高*宽）
精度：300dpi （3mm出血）
格式：tif，jpg

A. 印刷品宣传

注：请选择广告内容的参展商遵照主办方既定的日期及尺寸格式准时提交。



展会入场券

VI-1：门票背面广告（100,000 张）

描述：展会门票作为入场凭证，每位入场的观众
都会人手一份。而门票背面的广告位作为
企业独家广告，浏览量极高，视觉冲击力
大，观众浏览性高，帮助贵公司提高公众
影响力！

单价：RMB 50,000

尺寸：77*155mm （高*宽）
精度：300dpi （3mm出血）
格式：tif，jpg

资料袋

A. 印刷品宣传

BG-1：资料袋整版广告（10,000 份）

描述：上海理财博览会的展商和观众将提着印有贵公
司标识及广告的手提袋，用以携带大会会刊、
参观指南等，将在大会登记处派发给与会展商
及观众！

单价：RMB 30,000

尺寸：260*370*100mm （长*高*宽）
精度：300dpi （3mm出血）
格式：tif，jpg

注：请选择广告内容的参展商遵照主办方既定的日期及尺寸格式准时提交。



参观指南

描述：每位入场的观众都会拿到一份参观指南。
其中的广告机会极为难得，广告位作为
企业广告，浏览量极高，视觉冲击力大，
观众浏览性高，帮助贵公司提高公众影
响力！

单价：RMB 20,000

尺寸：100*200mm （高*宽）
精度：300dpi（3mm出血）
格式：tif，jpg

A. 印刷品宣传

SG-1 ：参观指南内页广告（150,000张）

注：请选择广告内容的参展商遵照主办方既定的日期及尺寸格式准时提交。



B. 网络营销宣传

将贵公司标识和网址链接到上海理财博览会的官方网站和展会快讯、展商快讯，有机
会让更多的客户了解您的公司。去年，我们网站浏览量超过20,000人次，而且通过不断地
加大市场力度和媒体宣传，此数量还在继续大幅度增长。MF的中英文网站将帮助贵公司实
现365天的持续市场推广。

WB-1 ：官网首页 LOGO 链接（可多家）

描述：利用我们官方网站的浏览量，使更多客户了解贵公司的品牌和产品，为您带来一次
极有价值的宣传机会！

单价：RMB 3,000 / 6个月

尺寸：180*60px （高*宽）
精度：jpg格式，＜100KB 

注：请选择广告内容的参展商遵照主办方既定的日期及尺寸格式准时提交。



C. 现场广告宣传

OS-1 ：大厅外墙语录牌广告牌（共2块）

描述：该广告位置位于中央大厅外墙

价格：50,000元/块（ai格式）

尺寸：8m*4.3m （宽*高）

OS-2 ：大厅入口花柱广告牌（共2块）

描述：该广告位置位于中央大厅外墙

价格：40,000元/块（ai格式）

尺寸：6m*4m（宽*高）

为了达到参展效果的最大化，除了拥有个性化的展台设计和精美的布置，在展会现场作
积极的宣传可以使您摆脱展台固定面积的限制，时刻在众多买家面前宣传您的企业形象，烘
托现场气氛，吸引更多的买家前来您的展台洽谈和采购。

注：请选择广告内容的参展商遵照主办方既定的日期及尺寸格式准时提交。

vincentzha
售罄



OS-3：大厅入口高空花柱广告牌（共2块）

描述：该广告位置位于中央大厅外墙

价格：75,000元/块（ai格式）

尺寸：6m*4m（宽*高）

OS-4 ：大厅双塔广告牌（共2块）

描述：该广告位置位于中央大厅双塔

价格：60,000元/块（ai格式）

尺寸：5.5m*4m（宽*高）

C. 现场广告宣传

注：请选择广告内容的参展商遵照主办方既定的日期及尺寸格式准时提交。



OS-5：喷水池广场彩旗（共8组）

描述：该广告位置位于喷水池广场

价格：15,000元/组（ai格式）

尺寸：1m*1.2m/面（宽*高）

OS-6 ：广场气球条幅（共20套）

描述：该广告位置位于喷水池广场

价格：10,000元/套（ai格式）

尺寸：1m*12m/套（宽*高）
数量：4套起

C. 现场广告宣传

注：请选择广告内容的参展商遵照主办方既定的日期及尺寸格式准时提交。

vincentzha
售罄



OS-8 ：喷水池广场沿街彩旗（共50面）

描述：该广告位置位于延安中路沿街

价格：750元/面（ai格式）

尺寸：1m*2m （宽*高）

C. 现场广告宣传

OS-7：入口立牌（共4块）

描述：该广告位置位于东一、西一馆入口

价格：40,000元/块（ai格式）

尺寸：4m*6m （宽*高）

注：请选择广告内容的参展商遵照主办方既定的日期及尺寸格式准时提交。

vincentzha
售罄



OS-10：指示牌广告

描述：指示牌广告将出现在展会入口，展馆交接处，
将现场观众直接指引到您的展位！

价格：4,000元/个（ ai格式）

尺寸：1m*2.5m （宽*高）

C. 现场广告宣传

注：请选择广告内容的参展商遵照主办方既定的日期及尺寸格式准时提交。

OS-9 ：延安中路沿街广告牌
（共2块）

描述：该广告位置位于南京西路、延安中路沿街

价格：100,000元/块（ai格式）

尺寸：6m*4m （宽*高）

wufengying
Note
已售东馆一块



D. 会议室及舞台租用

SN-1  研讨会/推介会

现场回报：
(1) 贵公司享有在研讨会的指示牌、背景板上放置公司标识的广告权益
(2) 贵公司可在研讨会现场放置宣传公司形象的易拉宝
(3) 贵公司名称及标识将出现在该场论坛门票上
. 

价格 : RMB35,000元/两小时

主办方提供现场设备（音频、视频、电脑、桌椅）

SN-2  舞台使用

现场回报 :

(1) 贵公司名称及活动主题将出现在活动安排表上
(2) 贵公司可在申请时段内在舞台放置宣传公司形象的易拉宝

价格 : RMB5,000元/半小时
主办方提供现场设备（音频、视频、电脑）



广告预订单

会刊宣传

其他印刷品宣传

网络营销宣传

编号 宣传项目 尺寸(高*宽)mm 位置与形式 价格 预定数量 总计

SD-1

会刊

210*286 封面拉页 ￥18,000

SD-2 210*143 封二 ￥10,000

SD-3 210*143 扉页 ￥10,000

SD-4 210*143 封三 ￥7,000

SD-5 210*143 封底 ￥15,000

SD-6 210*286 封底拉页 ￥17,000

SD-7 210*143 内页整版 ￥6,000

SD-8 210*286 跨页 ￥10,000

SD-9 180*80 书签 ￥8,000

编号 宣传项目 尺寸(高*宽)mm 位置与形式 价格 预定数量 总计

VI-1 门票 77*155 背面广告 ￥50,000/100,000张

BG-1 资料袋 260*370*100 整版广告 ￥30,000/10,000个

SG-1 参观指南 100*200 内页广告 ￥20,000

编号 宣传项目 价格 预定数量 总计

WB-1 官网首页LOGO链接 ￥3,000/6个月



现场广告宣传

研讨会冠名

广告预订单

编号 位置及名称 尺寸（宽*高）m 规格 价格 预订数量 总计

OS-1 大厅外墙语录牌广告牌 8×4.3 2块 ￥50,000/块

OS-2 大厅入口花柱广告牌 6×4 2块 ￥40,000/块

OS-3 大厅入口高空花柱广告牌 6×4 2块 ￥75,000/块

OS-4 大厅双塔广告牌 5.5×4 2块 ￥60,000/块

OS-5 喷水池广场彩旗 1×1.2 8组 ￥15,000/组

OS-6 广场气球条幅（4套起） 1×12 20套 ￥10,000/套

OS-7 入口立牌 4×6 4块 ￥40,000/块

OS-8 喷水池沿街彩旗 1×2 50面 ￥750/面

OS-9 延安中路沿街广告牌 6×4 3块 ￥100,000/块

OS-10 指示牌广告 1*2.5 个 ￥4000/个

编号 位置及名称 价格 总计

SN-1 会议室租用 ￥35,000

SN-2 舞台租用 ￥5,000



广告预订单

备注:

会刊广告宣传素材或设计稿必须于2015年09月30日前交给主办机构；
现场广告宣传素材或设计稿必须于2015年09月30日前交给主办机构；
在预定任何广告宣传方式的同时，请一周内一次性付清全款；
现场广告价格为场馆发布现时价格，若有需要，主办方保留调整权利。

我公司预定以上宣传方式，总计支付________________元。

公司名称(并盖章) 

填表者姓名 _________ 职位 __________

展台号 ___________            电话 __________

传真 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

请将此订单传真至主办机构

+86 (0)21 64943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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