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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bicchina.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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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展现您的竞争优势


——就在这⾥！


当潜在客户经过您展位时，您只有很短的时间 来

引起他们的注意。为确保参展取得圆满成功，您只有

让所有相关的买家都意识到，您公司的产品能提供满

⾜他们采购需求的解决⽅案，才能吸引他们参观您的

展位。亚洲国家建筑⼯业化展览会为您量身定制了⼀

整套市场推⼴⽅案。从展前⽬标客户邀请、展会现场

⼴告到同期会议赞助，有效利⽤市场推⼴⼯具有助于

找到⽬标客户群、聚集展台⼈⽓、提⾼贵公司品牌的

知名度。让您从众多展商中脱颖⽽出，获得更丰厚的

价值回报！

超值回报，从选择开始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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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牌上⽅正⾯⼴告

尺⼨ (宽W x ⾼H): 95mm (W) x 40mm (H)
价格: RMB 10,000 / 1 套 (5,000张)
含制作费 
限6套

胸牌上⽅背⾯⼴告

尺⼨ (宽W x ⾼H): 95mm (W) x 40mm (H)
价格: RMB 7,500 / 1 套 (5,000张)
含制作费 
限6套

胸牌下⽅背⾯⼴告

尺⼨ (宽W x ⾼H): 95mm (W) x 100mm (H)
价格: RMB 10,000 / 1 套 (5,000张)
含制作费
限6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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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届亚洲国际建筑⼯业化展览会

2022.05.25-27 | 国家会展中⼼（上海）

赞助机会

1    观众胸牌⼴告
每位展会观众均需佩戴胸牌⼊场参观，在胸牌上的插卡⾥印上贵公司的徽标和展位号，让每位展会观众都认知您的品牌，便捷地找到您的展位并成为您的移动⼴告。

40 mm

100 mm

95 mm 

正⾯

⼴告位 40 mm

100 mm

95 mm 

反⾯

⼴告位

⼴告位

1.1

1.2

1.3



3 观众资料袋

观众资料袋是观众乐于使⽤的便利服务项⽬之⼀，

可在观众登记柜台免费发放。观众资料袋上印有贵

公司名称、徽标、展位号、⼴告语等，并配有BIC亚
洲建筑⼯业化展览会徽标。观众对资料袋喜爱有

加，会后仍多次使⽤。

价格：RMB 30,000 / 1 套 (5,000只)

    RMB 50,000 / 1 套 (10,000只) - 独家赞助

含制作费

2 观众胸牌吊带

每位观众都需要⽤吊带佩戴胸牌。我们会在吊带上印上贵公司徽

标及BIC亚洲建筑⼯业化展览会活动徽标，让其在展馆⾥随处可
⻅。

吊带是必不可少的宣传途径，公司名称和徽标获得全⽅位展示。

它的作品 还在于展后的留存，公司品牌形象得以延续和传播。

价格: RMB 15,000 / 1 套 (5,000根)
含制作费 
限6套

第⼗⼀届亚洲国际建筑⼯业化展览会

2022.05.25-27 | 国家会展中⼼（上海）

BIC亚洲国际建筑⼯业化展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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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届亚洲国际建筑⼯业化展览会

2022.05.25-27 | 国家会展中⼼（上海）

4 瓶装⽔

为贵宾及现场观众提供印有贵公司徽标的瓶装饮⽤
⽔，宣传覆盖⾯⼴。

价格：RMB10,000 / 5,000瓶
    RMB 30,000 / 20,000瓶 - 独家赞助

含制作费

5 展会会刊⼴告

展览会刊是全⾯⽽详尽的参展商名录和产

品⽬录，作为展览期间观众必不可少的活

动指南，展览会刊亦是展会结束后，业内

⼈⼠年度重要的⾏业⼤全。

www.bicchina.com.cn

瓶装标签⼴告 
Bottled Water Lab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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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届亚洲国际建筑⼯业化展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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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推⼴机会

全年逾百万次的邮件发送将覆盖20万名⾏业⼈⼠。在线⼴告是与潜在客户线上交流的最好⽅式，贵公司的品牌将得到⼴泛宣传。


6 官⽹⾸⻚滚动⻚⾯⼴告 

每天约数百观众访问BIC亚洲国际建筑⼯业化展览会的官⽅⽹站 www.bicchina.com.cn 以获取最新的展览及地铺⾏业信息。在⾼访
问量的⻚⾯中刊登贵公司⼴告是最有效、 最经济的推⼴⽅式之⼀。全年⽹站访问⾼峰期从1⽉⾄5⽉。


⼀⻚滚动⻚⾯价格: RMB 10,000 / 季


尺⼨ (宽W x ⾼H): 3334 x 1459 px, 300 dpi


格式: JPG


请在⼴告上线前⼀周提交⼴告素材


每个版块限定⼀家⼴告机会，共4个⼴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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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观众预登记系统⻚⾯⼴告 

每年的专业预登记观众超6万。⼴告可附上展商的⽹站链接，增加展商品牌曝光度。⼴告也将出现在观众的确认函邮件中。

投放有效期: 2022年1⽉1⽇⾄预登记系统关闭 
每个品类限1个，最多4个


尺⼨ (宽W x ⾼H): 400 x 80 像素-⽹⻚

       460 x 150 像素-微信 

价格:  RMB 5,000 / 个-⽹⻚


   RMB 20,000-微信独家


格式: JPG或GIF,  ⽹⻚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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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登

                   * 如您在⼿机上预览。请按此处切换

BIC亚洲国际建筑⼯业化展览会观众系统

2021.3.24-26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

温馨提示： 未提前进⾏⽹上预登记的观众，展会现场登记 (主办⽅) 将会收取现场登记费50元/⼈ 
特别提示：  观众预登记⼊⼝将于北京时间2021年3⽉16⽇17:00整关闭。敬请留意！

步骤 1 of 5 

欢迎来到BIC亚洲国际建筑⼯业化展览会观众预登记系统

   为必填项

BIC亚洲国际建筑⼯业化展览会 观众中⼼

注册/登录

获取短信

下⼀步



8  观众电⼦快讯⼴告

观众电⼦快讯将于开展前16周向展会观众和潜在客户进⾏⾸轮发
送。让每⼀位观众及潜在客户在展前就看到贵公司的宣传⼴告。⼴

告内容含产品⽂字 简介 (限50字)，LOGO及URL。发送观众逾20
万⼈，包括预登记观众，现场 观众，国际买家和贵宾买家。


价格: RMB 5,000 / 次

第⼗⼀届亚洲国际建筑⼯业化展览会

2022.05.25-27 | 国家会展中⼼（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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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标客户邮件群发

利⽤BIC亚洲国际建筑⼯业化展览会多年积
累的客户数据库，有效提升参展效果。通

过电邮形式发送电⼦邀请函。


价格: RMB 5,000 / 2,000 封


获取赞助详情，请联系我们

BIC亚洲国际建筑⼯业化展览会
2022年5⽉25-27⽇
国家会展中⼼（上海）

BIC亚洲国际建筑⼯业化展览会
2022年5⽉25-27⽇
国家会展中⼼（上海）



微信⼴告

⼴告投放时间: ⼀周


⼴告形式：软⽂

⼴告位置: 官微头条

价格: RMB 5,000

⼴告位置: 官微⾮头条


价格: RMB 3,000


备注: 官微⾮头条推⽂，⼀般情况下默认为每期内容的第⼆篇 (特殊时期除外)


  所有素材和图⽚须提前两周提交; 主办⽅有修改及编辑⽂字图⽚的权限。

第⼗⼀届亚洲国际建筑⼯业化展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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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官⽅微信公众号中软⽂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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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室内及户外⼴告

现场宣传⼴告毋庸置疑是最具有强烈视觉冲击的推⼴⽅式，令观

众及企业决策者过⽬不忘。室外⼴告是观众观展的第⼀印象，拥

有绝佳的地理位置和醒⽬的标语。室内⼴告是吸引观众眼球的制

胜法宝，更容易突出贵公司的市场形象。⽆论是室内或者是户外

⼴告，通常多⽤于指示牌 (请前往⻄⼊⼝⼤厅BIC吊旗处) 或集合点 
(请在东⼴场三⼀⼴告牌处等我) 等被观众提及。

10.1
展览现场推⼴机会

BIC亚洲国际建筑⼯业化展览会是最令⼈期盼的建筑⼯业化⾏业年度盛典，  

展示最新技术及其应⽤趋势。现场宣传将带给⽬标观众持久的记忆。

⼴告位



第⼗⼀届亚洲国际建筑⼯业化展览会

2022.05.25-27 | 国家会展中⼼（上海）

展馆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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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数据

报道⼤厅Visitor Entrance



数量：4号、5号：4块

          尺⼨(宽W x ⾼H)：4号、5号：6m(W) * 3m(H)

形式：落地看板

价格：4号、5号：RMB 20,000

含制作费


第⼗⼀届亚洲国际建筑⼯业化展览会

2022.05.25-27 | 国家会展中⼼（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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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地铁出⼊⼝落地看板⼴告 

4、5号地铁出⼊⼝

4、5号地铁出⼊⼝

11.2  注⽔道旗⼴告 
南⼴场、⻄⼴场、⻄⼤厅8⽶层、

展馆0⽶层内馆

数量：根据展馆需求

尺⼨(宽W x ⾼H):4m(H) *1m(W)/⾯，10杆为1组

形式：旗帜布

价格：RMB 60,000 / 组


含制作费



数量：根据展馆需求

尺⼨(宽W x ⾼H)：6m(W) * 
3m(H)

形式：落地看板

价格：RMB 20,000/块

含制作费


第⼗⼀届亚洲国际建筑⼯业化展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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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天井落地看板⼴告 
各馆⼊⼝，16⽶层天井

International Building Industrialization of Construction Exhibition Asia12

数量：2

尺⼨(宽W x ⾼H)：8m(W) * 4m(H)


形式：落地看板

价格：RMB 40,000/块

含制作费


11.4  ⻄登录厅⼊⼝落地看板⼴告 
⻄平台⼊⼝（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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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登录厅⼊⼝灯箱⼴告 
⻄平台⼊⼝（2）

数量：1

尺⼨(宽W x ⾼H)：17m(W) *4m(H)


形式：灯箱

价格：RMB 80,000

含制作费

11.5 展馆内吊屏LED⼴告

数量：2


尺⼨：2.5m(H)*4.5m(W)；像素点：1152*640

形式：LED

价格：RMB 70,000/组（双⾯）


展馆内主通道



11.8  0⽶⻋道靠墙灯箱⼴告 
       

第⼗⼀届亚洲国际建筑⼯业化展览会

2022.05.25-27 | 国家会展中⼼（上海）

⼤玻璃数量：2块

⼤玻璃尺⼨(宽W x ⾼H)：


17号⻔（4C）：16m(W)*6.17m(H)

20号⻔（4F）：16m(W)*6.17m(H)

⼤玻璃价格：RMB160,000/块


⼩玻璃数量：4块

⼩玻璃尺⼨(宽W x ⾼H)：

17号⻔：4.1号馆（左A/右B）：3.56m(W)*3.7m(H)


⼩玻璃价格：RMB20,000/块

形式：可移背胶（⼤），KT板（⼩）


含制作费


11.7  0⽶层展厅⻔头玻璃⼴告 
        4.1号馆 0⽶层⻋道靠墙边


数量：24

尺⼨(宽W x ⾼H)：4m(W) *2.2m(H)


形式：灯箱

价格：RMB 20,000/块

含制作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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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地标⽤于指引展览观众⾄贵公司展位,
有助提⾼贵公司在展会的曝光率。印有箭

头标志、公司徽标的指示地标将放置在展

馆⼊⼝⾄贵公司展位的通道上。

数量：8

尺⼨(宽W x ⾼H)：6m(W) * 3m(H)


形式：灯箱

价格：RMB 30,000/块

含制作费


第⼗⼀届亚洲国际建筑⼯业化展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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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商业⼴场钻⽯楼灯箱⼴告 

商业⼴场钻⽯楼0⽶层1号⻔

11.10  馆内地贴⼴告 

尺⼨(宽W x ⾼H)：1m(W) * 1m(H)

价格：RMB 10,000 / 3块 / 组


含制作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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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1（共57级台阶）

尺⼨：0.12m(H)*3.85m(W)*57


形式：可移背胶

价格：RMB 35,000/家

含制作费


11.11 ⻄⼴场阶梯地贴⼴告 

⻄⼴场阶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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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RMB 20,000/家


含制作费


11.12 现场胸卡打印设备屏幕⼴告 
登陆⼤厅（主办⽅提供尺⼨，企业提供画⾯）

11.13 现场观众登记系统开屏⼴告

独家⼴告出现在展会现场观众登记系统，

可附展商图⽚及展位信息，⾯向10万以上
的观众，提⾼曝光度吸睛的同时更展现品

牌影响⼒。

价格：RMB40,000/独家

含制作费

   ⼴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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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端论坛

演讲赞助

价格：RMB30,000/家

论坛冠名

价格：RMB100,000/独家

晚宴冠名

价格：RMB50,000/场


茶歇赞助

价格：RMB5,000/场

展会前期活动赞助机会

BIC2022重归商业，品牌升级，多元活动，丰满平台为更好的服务展商，提

供全年品牌推⼴及商业价值，重磅推出全年系列活动。展前活动将整合线上

线下推⼴资源，包含但不仅限于⾼端论坛、考察/观摩会、圆桌沙⻰、⼤咖

访i谈等—汇集建筑⼤咖，探讨⾏业热点 ，⾛访标杆项⽬，赋能建筑⼯业

化，助⼒产业升级。

（详情及具体权益请咨询主办⽅）

12.1 定制沙⻰

价格：RMB50,000/场


（详情及具体权益请咨询主办⽅）

International Building Industrialization of Construction Exhibition Asia 17沙⻰第2期—“信息化管理赋能产业协同”

“2021中国装配式建筑⾏业发展论坛暨


（第四届）装配式建筑产业合作发展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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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项⽬观摩会

价格：RMB50,000/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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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情及具体权益请咨询主办⽅）

12.3 企业领导专访

价格：5,000/次


（详情及具体权益请咨询主办⽅）

专访三⼀筑⼯总经理⻢荣全
装配式钢结构考察观摩会暨技术交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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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告及赞助⽅案订购表

我公司预定以下宣传⽅式，总计⽀付 元，请通知我司宣传制作时间，以便我司及时准备宣传素材。

公司名称 (并盖章):         填表者姓名:            

职位:    ⽇期:     展台号:            电话:                          传真:                                           

请将订单传真⾄主办单位: 上海万耀企⻰展览有限公司 传真: +86 21 61956066

赞助项⽬ 价格 材料递送截⽌ 数量

1. 观众胸牌⼴告

1.1 胸牌上⽅正⾯⼴告 10,000元 / 1套 (5,000张) 联系我们 （      ）

1.2 胸牌上⽅背⾯⼴告 7,500元 / 1套 (5,000张) 联系我们 （      ）

1.3 胸牌下⽅背⾯⼴告 10,000元 / 1套 (5,000张) 联系我们 （      ）

2. 观众胸牌吊带 15,000元 / 1套 (5,000根) 联系我们 （      ）

3. 观众资料袋 30,000元 / 1套 (5,000只) 联系我们 （      ）

50,000元 / 1套 (10,000只) 联系我们 （      ）

4. 瓶装⽔ 10,000元 / 5,000瓶 联系我们 （      ）

30,000元 / 20,000瓶 联系我们 （      ）

5. 展会会刊⼴告 联系我们 （      ）

赞助机会

如需获得更多帮助或参展建议,请您⽴即致电+8613621899524联系我们的客户代表。 

※含若⼲选项,详情请参⻅相关说明。
注:更新⾄2021年11⽉，价格可能受成本调整影响。 

最终解释权归主办单位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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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届亚洲国际建筑⼯业化展览会

2022.05.25-27 | 国家会展中⼼（上海）

赞助机会

赞助项⽬ 价格 材料递送截⽌ 数量

6. 官⽹⾸⻚滚动⻚⾯⼴告 10,000元 / 季 联系我们 (     )

7. 观众预登记系统⻚⾯⼴告 5,000元-⽹⻚端 / 20,000元-微信端 联系我们 (     )

8. 观众电⼦快讯⼴告 5,000元 / 次 联系我们 (     )

9. ⽬标客户邮件群发 5,000元 / 2,000封 联系我们 (     )

10. 官⽅微信公众号中软⽂推⼴

  10.1.微信⼴告 5,000元 (微信篇尾) / 3,000元 (⾮⾸篇) 联系我们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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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届亚洲国际建筑⼯业化展览会

2022.05.25-27 | 国家会展中⼼（上海）

展览现场推⼴机会

赞助项⽬ 价格 材料递送截⽌ 数量

11.室内及户外⼴告

11.1     地铁出⼊⼝落地看板⼴告 20,000元 / 块    联系我们 (     )

11.2      注⽔道旗⼴告 60,000元 / 组 联系我们 (     )

11.3    ⼊⼝，天井落地看板⼴告 20,000元 / 块  联系我们 (     )

11.4     ⻄登录厅⼊⼝落地看板⼴告 40,000元 /块 联系我们 (     )

 11.5     展馆吊屏LED⼴告 70,000元 / 家 联系我们 (     )

11.6        ⻄登录厅⼊⼝灯箱⼴告 80,000元 联系我们 (     )

11.7.   0⽶层展厅⻔头玻璃⼴告


         （4.1号馆）

160,000元/ 块（⼤）


20,000元 /块（⼩）
联系我们 (     )

 11. 8    0⽶⻋道靠墙灯箱⼴告 20,000元 / 块 联系我们 (     )

 11. 9    商业⼴场钻⽯楼灯箱⼴告      30,000元 / 块 联系我们 (     )

 11. 10  馆内地贴⼴告 10,000元 / 3块 / 组 联系我们 (     )

 11.11     ⻄⼴场阶梯地贴⼴告 35,000元 / 家 联系我们 (     )

 11.12    现场胸卡打印设备屏幕⼴告 20,000元 / 家 联系我们 (     )

 11.13   现场观众登记系统开屏⼴告 40,000元 / 家 联系我们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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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届亚洲国际建筑⼯业化展览会

2022.05.25-27 | 国家会展中⼼（上海）

赞助机会

赞助项⽬ 价格 材料递送截⽌ 数量

12.展前活动赞助机会

12.1. 定制沙⻰ 50,000元/ 场 联系我们 (     )

12.2. ⾼端论坛

演讲赞助：30,000元/家


论坛冠名：100,000元/独家

晚宴冠名：50,000/场

茶歇赞助：5,000/场

联系我们 (     )

 12.3. 企业领导专访 5,000元 / 次 联系我们 (     )

 12.4.项⽬观摩会 50,000元 / 场 联系我们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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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材料递送⾄: 

安笑澎  ⼥⼠ 

上海万耀企⻰展览有限公司 
上海市南京⻄路1333号, 上海展览中⼼商务楼 邮编: 200040 

第⼗⼀届亚洲国际建筑⼯业化展览会

2022.05.25-27 | 国家会展中⼼（上海）

⼴告材料递送细则 

⼴告之图案内容需标注裁切线。请您在提交⼴告素材时附上该⼴告的彩⾊打印稿、扫描件及赞助⽅案订购表复印件各⼀份。 

彩⾊打印稿将有助于我们对⼴告内容进⾏核实、校队，以确保贵公司所递送的⼴告材料是最终版本。 

可接受的⽂件格式: 
PC或Macintosh平台⽀持的Adobe InDesign、Illustrator、CorelDraw、Photoshop及⾜够分辨率的Acrobat PDF⽂件。不接受GIF、PNG， 可以接受JPG或者TIFF⽂
件。 另外QuarkXPress、Adobe PageMaker、Microsoft Publisher、Microsoft Word、PowerPoint或者低分辨率的PDF⽂件也不予接受。 
出⾎线: 宣传刊物⼴告要求预留四周3毫⽶出⾎线。除此之外的⼴告材料等均按实际制作尺⼨作为基础，⽆需预留出⾎线。 

颜⾊: CMYK格式 (除⽹站或在线⼴告使⽤RGB格式外)。 

图像分辨率: 100%尺⼨输⼊图⽚，宣传刊物⼴告使⽤不低于300 dpi 分辨率。 

字体: 仅限Open Type或PostScript Type1字体，避免使⽤Ture Type或DFont字体 (建议所有路径转曲)。 

彩⾊打印稿: 要求⾼质量彩⾊打印，含裁切线。 

代为索取: 对往届展会使⽤过的或其他来源的⼴告材料，出版机构及制作单位⼀概不代为索取。请您重新提供。 
保留及免责: ⼴告材料在印刷或制作后不予保留及归还。上海万耀企⻰展览有限公司在任何情况下不对⼴告材料在递送过程中造成的任何损坏或损失负责。 
不按本细则提交内容的参展商，  须承担可能产⽣的额外费⽤及质量损耗的⻛险。出版机构及制作单位对⼴告中未完成之内容或包含的错误不予负责。 

递送说明:请务必留意⼴告及赞助⽅案订购表中所规定的材料递送截⽌⽇期。逾期将不予受理。 

电话: +86 21 6195 6066 

Email: ann.an@vnuexhibition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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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万耀企⻰展览有限公司


上海市南京⻄路1333号


上海展览中⼼商务楼200040 


电话: +86 21 6195 6088


传真: +86 21 6195 60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