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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博览会合作方案 

A 方案：360+平方米（会员企业享受 9.5 折） 

权益项目 具体权益 

荣誉称号 
授予“2018中国国际清洁能源博览会 

星级展商”称号 

贵宾 展商领导享受贵宾待遇 

展览面积 360+平方米 

峰会合作 
主论坛 

展商领导主论坛圆桌对话 

主持词植入展商名称 

主持人介绍展商领导 

参会名额 展商工作人员免费参会 

现场广告 

展览区 

会刊展商领导致贺辞 

会刊彩页一版（14厘米*21厘米） 

参观指南彩页一版（尺寸待定） 

室外广告牌一块（5米*3米） 

2000个专业观众证件广告（非独家） 

地标指示 6块（1米*1米） 

现场广告 

博览会信息板体现展商 logo 

门票一期整版广告（21厘米*10厘米） 

会议区 
主论坛背板体现展商 logo 

会议签到处体现展商 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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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论坛侧面大屏投放展商幻灯片广告 

资料袋放置展商宣传资料 

网络推广 

官网 星级展商栏体现展商 logo 

官微 推广展商信息 

新闻稿 大会新闻植入展商信息 

形象推广 媒体专访 合作媒体专访展商领导 

 

B 方案：216-359平方米（会员企业享受 9.5折） 

权益项目 具体权益 

荣誉称号 
授予“2018中国国际清洁能源博览会 

星级展商”称号 

贵宾 展商领导享受贵宾待遇 

展览面积 216-359平方米 

论坛合作 
开幕式 开幕式暨主论坛主持词植入展商名称 

参会名额 展商工作人员免费参会 

现场广告 展览区 

会刊彩页一版（14厘米*21厘米） 

2000个专业观众证件广告（非独家） 

地标指示 4块（1米*1米） 

博览会信息板体现展商 logo 

门票一期整版广告（21厘米*10厘米） 

现场广告 会议区 会议区提供 2个易拉宝广告位 

网络推广 官网 星级展商栏体现展商 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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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微 推广展商信息 

新闻稿 大会新闻植入展商信息 

形象推广 媒体专访 合作媒体专访展商领导 

 

C 方案：108-215平方米（会员企业享受 9.5折） 

权益项目 具体权益 

荣誉称号 
授予“2018中国国际清洁能源博览会 

星级展商”称号 

贵宾 展商领导享受贵宾待遇 

展览面积 108-215平方米 

论坛合作 参会名额 展商工作人员免费参会 

现场广告 展览区 

会刊彩页一版（14厘米*21厘米） 

博览会信息板体现展商 logo 

门票一期整版广告（21厘米*10厘米） 

现场广告 会议区 会议区提供 2个易拉宝广告位 

网络推广 

官网 星级展商栏体现展商 logo 

官微 推广展商信息 

新闻稿 大会新闻植入展商信息 

 

D 方案：36-107 平方米 

权益项目 具体权益 

荣誉称号 授予“2018中国国际清洁能源博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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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级展商”称号 

展览面积 36-107平方米 

论坛合作 参会名额 展商工作人员免费参会 

现场广告 展览区 

会刊彩页一版（14厘米*21厘米） 

博览会信息板体现展商 logo 

门票一期整版广告（21厘米*10厘米） 

网络推广 

官网 星级展商栏体现展商 logo 

官微 推广展商信息 

新闻稿 大会新闻植入展商信息 

 

（5）收费标准 

通道空地 人民币 1,280 元/平方米 

标准展位 人民币 12,800 元/9 平方米 

标准展位包括：标准展位(长 3 米×宽 3 米×高 2.5 米)、三面围板(白

色)、公司中英文楣板、1 个电源插座(500W 以内)、2 支射灯、1

张咨询台、2 把折椅、地毯、垃圾篓、展位清洁和安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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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峰会合作方案 

（1）同期举办招商会、发布会：20万人民币 

权益项目 具体权益 

荣誉称号 
授予“2018中国国际清洁能源博览会 

活动赞助商”称号 

会议内容 
共同商定活动主题 

内容、流程以赞助商为主 

嘉宾 协助邀请嘉宾出席专题活动 

会议室 
提供150人会议室，时长半天， 

LED背景板（宽7米*4米），灯光音响 

签到处 提供签到处桌椅、背景板（宽5米*高3米） 

餐 提供150人自助餐一次 

现场回报 形象展示 

博览会信息板、宣传资料体现专题活动 

会议手册、参观指南体现专题活动 

会刊彩页一版（14厘米*21厘米） 

活动议程展架 2个 

网络推广 

官网 推广赞助商和专题活动 

官微 推广赞助商和专题活动 

新闻稿 大会新闻植入活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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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演讲赞助：6万人民币 

权益项目 具体权益 

荣誉称号 
授予“2018中国国际清洁能源科技推广周 

演讲赞助商”称号 

论坛合作 
专题会议 主题演讲（15-20分钟） 

参会名额 赞助商工作人员免费参会 

现场回报 形象展示 

专题会议背景板体现赞助商 logo 

会刊彩页一版（14厘米*21厘米） 

现场摆放 2个易拉宝（设计稿赞助商提供） 

博览会 展位权益 提供 9平米标准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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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赞助 

项目 内容 数量 费用（人民币） 

晚宴 桌餐 1场 200,000元 

午餐 自助 1场 100,000元 

茶歇 自助 1场 50,000元 

展前广告 

广告位置 内容 数量 费用（人民币） 

参观邀请函 logo体现 50000 10,000元 

微信 Banner体现 100000 10,000元 

门票 背面整版广告 5000 10,000元 

现场物料广告 

广告位置 尺寸 数量 费用（人民币） 

会刊彩页 宽 14cm*长 21cm 3000 10,000元 

会议手册彩页 宽 14cm*长 21cm 3000 10,000元 

参观指南彩页 宽 14cm*长 21cm 20000 20,000元 

专业观众证 宽 10cm*长 8cm 5000/家 10,000元 

便签本、笔 赞助商制作 5000套 0元 

纪念品 赞助商制作 5000份 0元 

现场广告 

广告位置 尺寸 数量 费用（人民币） 

广告牌 宽 5cm*高 3cm 1 20,0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