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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合作类别及权益 —— 品牌推广

CMIC作为会议与奖励旅游行业活动，具有重要的品牌推广作用，因此，在会议现场、会议环节以及会场物料中，具有众

多品牌推广机会。

演讲及推介     |     主要以全体会议环节的主旨演讲和专场推介会环节为主。

 01/全体会议主旨演讲                       独家  ￥150,000
赞助商在全体会议进行主旨演讲，时间为 15 分钟。确定合作后，赞助商需向组委会提

交演讲提纲及演讲人信息。演讲内容须紧密围绕会奖旅游行业的趋势或观点分析， 不得

对公司或者产品作宣传介绍。演讲人需赞助企业负责人。大会前两周赞助商需向组委会

提交演讲 PPT，交由组委会审核确认。赞助商演讲人作为大会嘉宾安排在全体会议的嘉

宾区域就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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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合作类别及权益 —— 品牌推广

CMIC作为会议与奖励旅游行业活动，具有重要的品牌推广作用，因此，在会议现场、会议环节以及会场物料中，具有众

多品牌推广机会。

演讲及推介     |     主要以全体会议环节的主旨演讲和专场推介会环节为主。

 02/专场推介会                           限8家  ￥80,000/家

限时 15 分钟，赞助商可在专场推介会环节制作 PPT 演讲，介绍企业产品或目的地特点、

优势，组委会提供搭建、音响设备及现场执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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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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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合作类别及权益 —— 品牌推广

CMIC作为会议与奖励旅游行业活动，具有重要的品牌推广作用，因此，在会议现场、会议环节以及会场物料中，具有众

多品牌推广机会。

会议现场制作物     |     大会独家制作物料，均为订制，由大会组委会负责最终制作，覆盖全体参会人群。

 01/会议椅套                                        独家  ￥88,000
带有赞助商 LOGO 的椅套将在 CMIC 全体会议、各分论坛座椅上展出；赞助商提供素材，

由组委会进行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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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合作类别及权益 —— 品牌推广

 02/现场展示版                                          ￥8,800/块

CMIC 展览区域显著位置摆放赞助商展示版一块。广告设计由赞助商提供，组委会制作。

CMIC作为会议与奖励旅游行业活动，具有重要的品牌推广作用，因此，在会议现场、会议环节以及会场物料中，具有众

多品牌推广机会。

会议现场制作物     |     大会独家制作物料，均为订制，由大会组委会负责最终制作，覆盖全体参会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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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合作类别及权益 —— 品牌推广

 03/水瓶贴广告                                     独家  ￥68000
标有赞助商的矿泉水，将在 CMIC 全体会议、分论坛、买家用餐区展示，数量约为

2000 瓶 / 天，广告设计由赞助商提供；

CMIC作为会议与奖励旅游行业活动，具有重要的品牌推广作用，因此，在会议现场、会议环节以及会场物料中，具有众

多品牌推广机会。

会议现场制作物     |     大会独家制作物料，均为订制，由大会组委会负责最终制作，覆盖全体参会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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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合作类别及权益 —— 品牌推广

 04/参会证件背面广告/挂绳                独家  ￥68,000
赞助商企业信息在大会参会证件背面整版广告展示，赞助商 LOGO 印制在参会证挂绳展

示。设计文件由广告商提供

CMIC作为会议与奖励旅游行业活动，具有重要的品牌推广作用，因此，在会议现场、会议环节以及会场物料中，具有众

多品牌推广机会。

会议现场制作物     |     大会独家制作物料，均为订制，由大会组委会负责最终制作，覆盖全体参会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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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合作类别及权益 —— 品牌推广

 05/简餐券广告                                   独家  ￥30,000
简餐券（2 天）背面显著位置展示赞助商广告。广告设计由赞助商自行设计；

CMIC作为会议与奖励旅游行业活动，具有重要的品牌推广作用，因此，在会议现场、会议环节以及会场物料中，具有众

多品牌推广机会。

会议现场制作物     |     大会独家制作物料，均为订制，由大会组委会负责最终制作，覆盖全体参会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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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推广

会场投放广告

01 /

02 /

03 /

插袋礼品

插袋宣传页

手提袋广告展示

返回目录



招商合作类别及权益 —— 品牌推广

 01/插袋礼品                                                 ￥30,000
由赞助商提供的个性化礼品， 将插放在资料袋中，向全部与会嘉宾派发，礼品由赞助商

提供； 

CMIC作为会议与奖励旅游行业活动，具有重要的品牌推广作用，因此，在会议现场、会议环节以及会场物料中，具有众

多品牌推广机会。

会场投放广告     |     以在会议现场可投放的物料为主，传播企业形象及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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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合作类别及权益 —— 品牌推广

 02/插袋宣传页                                            ￥30,000
将赞助商宣传页插放入资料袋中，向全部参会的嘉宾派发。宣传页由赞助商提供。

CMIC作为会议与奖励旅游行业活动，具有重要的品牌推广作用，因此，在会议现场、会议环节以及会场物料中，具有众

多品牌推广机会。

会场投放广告     |     以在会议现场可投放的物料为主，传播企业形象及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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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合作类别及权益 —— 品牌推广

 03/手提袋广告展示                            独家  ￥68,000
大会手提袋单位名称及 logo 展示。赞助商需根据组委会印刷要求设计广告页面，由组

委会设计及制作手提袋向全部与会嘉宾发放。

CMIC作为会议与奖励旅游行业活动，具有重要的品牌推广作用，因此，在会议现场、会议环节以及会场物料中，具有众

多品牌推广机会。

会场投放广告     |     以在会议现场可投放的物料为主，传播企业形象及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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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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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合作类别及权益 —— 品牌推广

 01/ 主会场（开幕式及晚宴）
                独家￥58,000

在主会场及晚宴舞台前印制赞助商 LOGO，与中国会议产业大会 LOGO 并排；

CMIC作为会议与奖励旅游行业活动，具有重要的品牌推广作用，因此，在会议现场、会议环节以及会场物料中，具有众

多品牌推广机会。

特殊广告机会     |     主要以会议期间的特别安排及策划为主，主要以会议现场的制作物、主持人口播为主。

LOGO字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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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合作类别及权益 —— 品牌推广

 02/主持人口播广告                                     ￥30,000
主会场以及分论坛主持人口播赞助商名称以及 slogan，或根据赞助商具体情况编写其

他文稿（每场活动全程不低于 3 次）；

CMIC作为会议与奖励旅游行业活动，具有重要的品牌推广作用，因此，在会议现场、会议环节以及会场物料中，具有众

多品牌推广机会。

特殊广告机会     |     主要以会议期间的特别安排及策划为主，主要以会议现场的制作物、主持人口播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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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合作类别及权益 —— 品牌推广

 03/ 会展中心展览
                             限4家￥58,000

赞助商 LOGO 将在展览主入口台阶处展示。赞助商提供素材，由组委会进行制作。

CMIC作为会议与奖励旅游行业活动，具有重要的品牌推广作用，因此，在会议现场、会议环节以及会场物料中，具有众

多品牌推广机会。

特殊广告机会     |     主要以会议期间的特别安排及策划为主，主要以会议现场的制作物、主持人口播为主。

主入口LOGO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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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合作类别及权益 —— 品牌推广

 04/预约洽谈系统图片展示                  限2家￥35,000
服务内容预约洽谈系统首页面 1/2 版块将展示赞助商品牌信息，该 Banner 由赞助商自

行设计； 

CMIC作为会议与奖励旅游行业活动，具有重要的品牌推广作用，因此，在会议现场、会议环节以及会场物料中，具有众

多品牌推广机会。

特殊广告机会     |     主要以会议期间的特别安排及策划为主，主要以会议现场的制作物、主持人口播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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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合作类别及权益 —— 品牌推广

 05/开场前视频                                   限8家￥30,000
赞助商视频将在 CMIC 全体会议开始前播放，视频时长不超过 5 分钟；

CMIC作为会议与奖励旅游行业活动，具有重要的品牌推广作用，因此，在会议现场、会议环节以及会场物料中，具有众

多品牌推广机会。

特殊广告机会     |     主要以会议期间的特别安排及策划为主，主要以会议现场的制作物、主持人口播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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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合作类别及权益 —— 品牌推广

 01/封面                             ￥78,000

 02/会刊封二/封三            ￥48,000

CMIC作为会议与奖励旅游行业活动，具有重要的品牌推广作用，因此，在会议现场、会议环节以及会场物料中，具有众

多品牌推广机会。

会刊广告位     |     会刊是所有参会者了解大会以及相关信息的独家印刷品，包含活动内容、赞助商情况、买家情况以及重

                            要信息，大会期间会刊将向所有与会者派发，还将在全体会议期间摆放在重要嘉宾的座位前，具有重要

                            的推广和宣传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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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合作类别及权益 —— 品牌推广

CMIC作为会议与奖励旅游行业活动，具有重要的品牌推广作用，因此，在会议现场、会议环节以及会场物料中，具有众

多品牌推广机会。

会刊广告位     |     会刊是所有参会者了解大会以及相关信息的独家印刷品，包含活动内容、赞助商情况、买家情况以及重

                            要信息，大会期间会刊将向所有与会者派发，还将在全体会议期间摆放在重要嘉宾的座位前，具有重要

                            的推广和宣传作用。

 03/会刊扉一                     ￥30,000

 04/会刊内页广告               ￥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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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
2018.12.06- 12.08

招商咨询

李晓冰     |     13811610339     lxb@meetingschina.com

张春艳     |     17710617396     huiyi@meetingschina.com

王   强     |     13681235853     wangqiang@meetingschina.com

徐晓菁     |     15011496454     xxj@hweelink.com

《会议》公众号 会链接公众号

城市合作     |

供应商合作  |          

www.meetings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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