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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CIS

Advertising
广告宣传



现场广告——馆外 On-the-spot advertising

编号：H01
名称：3号馆玻璃幕墙A（南侧）
尺寸：35*9m
材质：网格布
说明：正对白龙江街展会主入口通道，人
流量大。
价格：200000元/展期

编号：H02
名称：3号馆玻璃幕墙B（北侧）
尺寸：24*9m
材质：网格布
说明：正对白龙江街展会主入口通道，人
流量大。
价格：150000元/展期

现场图：

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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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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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广告——馆外

编号：H03
名称：4号馆玻璃幕墙A
尺寸：20*12m
材质：网格喷绘布
说明：正对领导和贵宾参观入口，面积大，
品牌形象佳。
价格：80000元/展期

现场图：

位置图：
编号：H04
名称：4号馆玻璃幕墙B
尺寸：23*12m
材质：网格喷绘布
说明：正对领导和贵宾参观入口，面积大，
品牌形象佳。
价格：90000元/展期

A
B

位置图：

On-the-spot advertising



现场广告——馆外

编号：H05
名称：5号馆玻璃幕墙A
尺寸：20*12m
材质：网格布
说明：正对领导和贵宾参观入口，面积大，
品牌形象佳。
价格：80000元/展期

编号：H06
名称：5号馆玻璃幕墙B
尺寸：23*12m
材质：网格布
说明：正对领导和贵宾参观入口，面积大，
品牌形象佳。
价格：90000元/展期

现场图：

A
B

位置图：

On-the-spot advertising



现场广告——馆外

编号：H07
名称：会议中心玻璃幕墙A（内侧）
尺寸：35*5.8m
材质：网格喷绘布
说明：正对会议中心主入口，人流量大，
品牌形象佳。
价格：80000元/展期

位置图：

现场图：

On-the-spot advertising



现场广告——馆外

位置图：

编号：H08
名称：会议中心玻璃幕墙B（外侧）
尺寸：39*4m
材质：网格喷绘布
说明：正对会议中心主广场，人流量大，
品牌形象佳。
价格：80000元/展期

现场图：

On-the-spot advertising



现场广告——馆外

编号：H09
名称：会议中心北外墙广告
尺寸：13.5*13.5m
材质：户外喷绘布
说明：面向会议中心主通道和展览中心，
人流量大，品牌形象佳。
价格：50000元/展期

现场图：

位置图：

On-the-spot advertising



现场广告——馆外

编号：H10
名称：移动广告牌
尺寸：6*4m
材质：喷绘布+桁架
数量：不限
说明：进场主通道两侧，人流量大。
价格：20000元/块/展期

现场图：

位置图：

On-the-spot advertising



现场广告——馆内

编号：H11
名称：3B登录厅门口顶部灯箱广告
尺寸：3*3.9m
材质：喷绘布
说明：面对观众登录大厅门口，人流量大。
价格：40000元/4块/展期
数量：2家（每家4块）

现场图：

On-the-spot advertising



现场广告——馆内 On-the-spot advertising

编号：H13
名称：4号馆门口电子大屏广告
尺寸：16：9
材质：电子文件
说明：面对4号馆主入口，人流量大。
价格：8000元/60秒，展期内每天滚动播出

现场图：

编号：H12
名称：展厅楼梯广告
尺寸：15*2.3m（正面），1.6*2.3m（侧面）
材质：喷绘布
说明：正对展厅入口，人流量大。
价格：30000元/块/展期
数量：3块（4、5、6号馆入口各一块）

现场图：



现场广告——馆内 On-the-spot advertising

编号：H14
名称：连廊吊旗
尺寸：1.2*6m
材质：电子文件
说明：位于展馆连廊，人流量大，有指引
效果。
价格：15000元/个
数量：15个

现场图：

编号：H15
名称：连廊广告牌
尺寸：7.8*4.6m
材质：喷绘布
说明：位于展馆连廊，人流量大，面积大，
品牌效果佳。
价格：20000元/块/展期
数量：3块

现场图：



现场广告——馆内 On-the-spot advertising

编号：H16
名称：4A登录厅内广告牌
尺寸：18*4.5m
材质：喷绘布
说明：正对4A登录厅会议区，人流量大，品
牌形象佳。
价格：30000元/展期

现场图：

编号：H17
名称：会议中心大厅内条幅广告
尺寸：1.2*9m
材质：喷绘布
说明：正对会议中心正门，人流量大，品牌
形象佳。
价格：15000元/条/展期
数量：8条

现场图：



印刷品广告 Print advertisement

编号：T01
名称：参观券背面广告
尺寸：110*80mm
材质：铜版纸
数量：10000张起
价格：10000元/10000张

样式图：

编号：T02
名称：证件背面广告
尺寸：150*100mm
材质：铜版纸（或PVC）
说明：贵宾证、嘉宾证、参展证、参观证共4种
价格：20000元/种

样式图：



印刷品广告

编号：T03
名称：会刊封面广告
尺寸：210*230mm
材质：全彩铜版纸
说明：位置醒目，广告留存效果佳
数量：1500本
价格：50000元
样式图：

编号：T04
名称：会刊封底广告
尺寸：210*285mm
材质：全彩铜版纸
说明：广告留存效果佳
数量：1500本
价格：15000元

编号：T05
名称：会刊封二广告
尺寸：210*285mm
材质：全彩铜版纸
说明：广告留存效果佳
数量：1500本
价格：10000元

编号：T06
名称：会刊内页广告
尺寸：210*285mm
材质：全彩铜版纸
说明：广告留存效果佳
数量：1500本
价格：5000元

编号：T07
名称：会刊封三广告
尺寸：210*285mm
材质：全彩铜版纸
说明：广告留存效果佳
数量：1500本
价格：8000元

Print advertisement



2018 CIS

Event Sponsorship
活动赞助



“创未来”软件及科技创新产品发布会 Event Sponsorship

作为中国（南京）国际软件产品和信息服务交易博览

会的品牌活动，新品发布会已经连续举办多届，旨在

引领新科技潮流，树立行业风向标。

2017年9月7日，第十三届南京软博会期间，发布了

软件信息产业、智能制造、物联网、云计算、大数

据、智能硬件等领域多个科技含量高、创新性强的

软硬件产品。在南京软博会闭幕式上，作为会议的

重要议程，播放了入围产品的介绍VCR，再一次展

现了一场“高科技盛筵”!

活动简介



活动时间

2018年9月1日14:00-17:00

活动地点

南京国际博览会议中心二楼钟山厅

参与人员

政府相关部门领导、业界专家学者、知名企业主要负责人、投资机构代表、赞助商代表、
发布企业代表、软件信息产业专业人士、媒体代表等，约300人

“创未来”软件及科技创新产品发布会 Event Sponsorship



 活动内容
面向全球，征集科技含量高、创新性强、社会关注度高的

2018年度最新科技软硬件产品。组委会将组织专家根据产品

的科技先进性、创新性及市场价值进行评估，遴选出10个产

品进行现场发布。

征集产品分为“顶尖科技产品”和“人气智能产品”两类。

顶尖科技产品主要面向智能制造、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

等领域征集最新软硬件产品、解决方案等；

人气智能产品主要面向人工智能、智能家居、智能穿戴、智

能出行等最受瞩目的智能化产品。

“创未来”软件及科技创新产品发布会 Event Sponsorship



个性化发布

秀出独特风采

 活动特色

“创未来”软件及科技创新产品发布会 Event Sponsorship



政府高度关注
各级政府部门全力支持与参与，

寻求协作共谋发展， 

相互支持促进共赢。

品牌强势露出
50+主流媒体持续立体化报道，

网络全球直播，网络曝光预计20万次

企业品牌露出无处不在。

顶尖平台曝光
中国顶尖的ICT类展会主题活动，

专业性、焦点性提供强大流量光环，

让您在开始前就领先一步。

成为行业焦点
领军企业、知名学者云集，

让您在这个星光璀璨的舞台上，

成为最耀眼的行业焦点。

“创未来”软件及科技创新产品发布会 Event Sponsorship



冠名费用：30万

回报条款：

(1)赞助企业列为活动特别支持单位。

(2)主持人现场鸣谢赞助企业。

(3)活动暖场期间播放赞助企业宣传片。 

(4)赞助企业代表在发布会上致欢迎辞，时间不超过5分钟。

(5)赠送发布会贵宾区席位5张。

(6)活动现场发放企业宣传册。 

(7)赠送“CEO之夜”晚宴名额2位。 

(8)发布会各类宣传物料上出现赞助企业的名称、标识。

(9)会议手册彩色封底广告。 

(10)展会官方网站的首页活动广告出现赞助企业的名称、

标识（刊登时间至软博会结束）。

(11)展会官网刊登赞助商广告（刊登时间至软博会结束）。

(12)活动现场安排媒体专访。 

(13)会场入口进行放置赞助商广告。  

(14)活动现场欢迎牌、指示牌出现赞助企业的名称或标识。

 冠名方案

“创未来”软件及科技创新产品发布会 Event Sponsorship



活动内容

CEO之夜

活动邀请政府相关领导、国内外专家学者、驻华商

务机构代表，以及100位来自软件、科技、智慧农业、

创投、新媒体等领域的CEO和高管欢聚一堂，交流

经验，分享成果，共话发展。

Event Sponsorship



CEO之夜

活动时间

2018年8月31日18:00-20:00

活动地点

待定

参与人员

政府相关部门领导、专家学者、知名企业CEO总经理、重要客商、媒体代表等，约120人

Event Sponsorship



CEO之夜

冠名费用：30万

回报条款：

(1) 赞助企业列为活动特别支持单位。

(2) 主持人现场鸣谢赞助企业。

(3) 赠送“CEO之夜”晚宴名额4位。

(4) 活动暖场期间播放赞助企业宣传片。

(5) 赞助企业代表在发布会上致欢迎辞，时间不超过5分钟。

(6) 活动各类宣传物料上出现赞助企业的名称、标识。

(7) 展会官网刊登赞助商广告（刊登时间至软博会结束）。

(8) 活动现场安排媒体专访。 

(9) 会场入口进行放置赞助商广告。  

(10) 活动现场欢迎牌、指示牌出现赞助企业的名称或标识。

 冠名方案

Event Sponsorship



小记者“智慧科普行“

青少年是祖国的花朵，是国家的未来。南京软博会组委会携手江苏省

级媒体《扬子晚报》小记者团走进重点科技园区、企业，开展“智慧

科普行”系列活动。

活动约6期，每期组织10-20名小记者进行参观和采访，在扬子晚报小

记者专版、微信公众号和南京软博会微信公众号上刊登采访作文。全

部采访结束后，进行优秀作文的网络评选，获奖的作品将在软博会现

场进行展示。

组委会将通过各类合作媒体，大力宣传推广本次活动。

活动简介

Event Sponsorship



小记者“智慧科普行“

冠名费用：5万

回报条款：

(1) 赞助企业列为活动特别支持单位。

(2) 活动各类宣传物料上出现赞助企业的名称、标识。

(3) 展会官网刊登赞助商广告（刊登时间至软博会结束）。

(4) 扬子晚报小记者版专栏冠名。

(5) 软博会现场赠送展位一个，位于优秀作品展示区边，面积约为12㎡（装修费用自理）。

(6) 活动现场安排媒体专访。

 冠名方案

Event Sponsorship



2018 CIS

Marketing Promotion
营销推广



“集徽章 分2万元红包”活动

活动时间：7月份

活动内容：在软博会微信公众号上开设活动页面，网民可每天参与活动

领取徽章，集齐12个企业定制版徽章就可以展会现场参与抽奖领取礼品！

徽章上将展示企业名称与LOGO，通过活动，企业品牌将会长期曝光30

天，同时组委会将通过微信公众号、其他官方自媒体平台、以及多达50

家合作专业媒体对活动进行报道，预计辐射100万人群。同时，参与活动

的企业也可以通过自身微信公众号平台进行转发，进一步提升曝光度与

知名度。

活动名额：12家

活动费用：价值50元以上礼品100个

Marketing Promotion



“最受期待展商”活动 Marketing Promotion

活动时间：8月份

活动内容：在南京软博会微信公众号上将开设活动页面，接受网民投票，

最终得票数前5名的企业获得“最受观众期待的展商”的称号，南京软博

会组委会将颁发证书和奖杯。为促进网民参与积极性，每周公布一次榜单，

并在参与投票的网民中进行抽奖，赠送小礼品一份。活动通过微信朋友圈

分享，各大展商企业将会持续曝光，知名度与影响力将大幅提升。与此同

时，组委会将借助各自媒体平台和多达50家合作媒体共同对活动进行宣传

报道，扩大活动影响力，预计网络曝光将达20万次。

参与方式：展商进入活动后台页面，录入企业信息、本届参展的内容亮点

和产品图片等，系统将自动生成展示海报，展商可通过自有微信公众号进

行转发。

活动费用：提供价值20元以上小礼品100份。



“分享迎好礼”活动

活动时间：8月31日-9月2日（展会期间）

活动内容：软博会期间，展会现场会在不同位置放置特殊设计

海报，海报共分为八种，海报上会分别突显“南、京、软、博、

会、欢、迎、您”这八个字。这八种款式的海报将会内嵌上参

与该活动的企业的LOGO，当参观者找到并用手机拍照集齐这八

张特制海报并与将其在软博会现场自拍组成九宫格图，并分享

到朋友圈，即可参与抽奖。随着参与者的微信分享，参与该活

动企业的形象将进行线上的二次曝光，形成再推广。预计线下

曝光将达到8万人次，线上曝光量将达到20万次。

活动名额：8家

活动费用：每家企业提供价值5元以上精美礼品500份。

Marketing Promotion



黑科技补给站

活动内容：

 在展会现场人流量集中区域，设置黑科技补给站。

 征集具有技术先进性、高科技含量以及互动体验感强的新技术、

新产品进行重点展示，让观众进行现场体验。企业可以安排专

人在旁提供介绍及服务。

 做为本次博览会的亮点之一，黑科技补给站将成为领导关注、

观众参与和媒体报道的焦点。

Marketing Promotion



黑科技补给站

位置图

Marketing Promotion

V01 V02

V03 V05 V07

V04 V06 V08



黑科技补给站

编号 面积 费用 备注

V01、V02 约12㎡（3*4m） 4万元

装修费用自理

（装修需符合组委会的要求，

包括高度、风格等）

V03 约8㎡（2*4m） 3.5万元

V04 约9㎡（3*3m） 3.5万元

V05 约8㎡（2*4m） 2.5万元

V06 约9㎡（3*3m） 3万元

V07 约8㎡（2*4m） 2.5万元

V08 约9㎡（3*3m） 3万元

参与费用：

Marketing Promotion



特色拍照区

活动内容：

在软博会现场人流量较密集区域，设置特色拍照区（如图例），

是企业现场展示的特色方式，并可借助拍照者的网络转发，实现

企业品牌的快速推广。预计线下曝光量达8万人次，线上曝光量达

20万次。

活动费用：

15000元/家（含制作费）。

Marketing Promotion



欢迎垂询
南京软博会组委会
联系人：姚良腾
联系电话：15861810742
展会官网：www.cisexpo.com.cn

关注南京软博会
微信公众号
了解更多展会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