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CF SHANGHAI市场营销推广手册

本《手册》悉心收集整理、选取最具价值的四大类宣传资源，为您的CCF SHANGHAI展会

宣传战略提供极佳的参考，从线上到线下宣传，展会前中后全面覆盖。每一个释放信息

的窗口都将是您展会上促成交易的重要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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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线上营销推广
官网+微信+视频+社交媒体+H5+EDM快讯+短信



线上营销推广

营销推广类别 规格 价值金额

CCF官网
（www.ccfsh.net)

通栏尺寸：540（宽）X114（高）像素 ¥6,000元/3个月

半通栏尺寸：270（宽）X114（高）像素 ¥3,000元/3个月

合作品牌尺寸:190（宽）x114（高）像素 ¥3,000元/3个月

参观登记页面尺寸：800（宽）X100（高）像素 ¥5,000元/3个月

CCF微信公众号
（CCF上海日用百货展）

原创专访（定制稿）
（企业提供文字原稿、图片素材，有权编辑）

¥1,000元/次

软文全网发布 公众号自媒体、头条号、搜狐号、一点号、
百家号+30家网媒等多平台发布

￥5,000元/次

短视频（视频号+社交媒体） 时长：30-60秒
视频号、抖音、快手、小红书、bilibili等

¥4,000元/次

观众+展商邀请函（易企秀+H5） 提供-品牌/企业LOGO、企业简介、产品图片（限6张）等素材 ￥1,000元/次

EDM电子快讯（E-mail） 通栏尺寸：740(宽）X65（高）像素
半通栏尺寸：350（宽）X65（高）像素

￥6,000元/期
￥3,000元/期

SMS短信平台 70个字符-134字符以内 ￥20,000 元/次
￥30,000 元/次



线上营销推广

    CCF官网宣传banner展示

参观预登记页面   ¥5 ,000元/3个月

尺寸：800（宽）X100（高）像素

合作品牌LOGO     ¥3 ,000元/3个月

尺寸:190（宽）x114（高）像素

banner半通栏     ¥3 ,000元/3个月

尺寸：270（宽）X114（高）像素

banner通栏        ¥6 ,000元/3个月

尺寸：540（宽）X114（高）像素

官网直击，绝佳导引

banner通栏

banner半通栏 banner半通栏

合作品牌
logo

参观预登记页面



线上营销推广

原创专访（定制稿）

• 发送时间：具体可根据需求协商制定

• 发送内容：由贵司提供文字原稿、图片素材，

CCF有权进行编辑

展商定制服务：¥1,000元/次

CCF微信公众号平台



线上营销推广

原创专访（订制稿）
• 发送时间：
具体可根据需求协商制定
• 发送内容：
由贵司提供文字原稿、图片素材，CCF有权进行编辑

展商定制服务：¥5,000元/次

CCF官网+微信公众号+头条号、搜狐号、

一点号、百家号+30家网媒等多平台发布

软文全网发布



线上营销推广

原创视频，时长：30-60秒
• 发送时间：
具体可根据需求协商制定
• 发送内容：
由贵司提供视频原稿素材，CCF有权进行编辑

展商定制服务：¥5,000元/次

视频号+抖音+快手+哔哩哔哩+爱奇艺+优酷+多家
社交视频平台发布，以短视频形式传播品牌/产品短
视频，扩大圈层效应，定位精准客户群，企业携手主
办方一同向专业买家发出邀请，打通线上线下宣传环
节，让生意无死角。

短视频全网发布



线上营销推广

提供内容：品牌/企业LOGO、企业简介、产品图

（限6张）等素材。

发送时间：具体可根据需求协商制定

展商定制服务：¥1,000元/次

观众+展商邀请函（易企秀+H5）



线上营销推广

通栏尺寸：740(宽）X65（高）像素

价格：6,000元/期

半通栏尺寸：350（宽）X65（高）像素

价格：3,000元/期

数据库10万+受众人群全年覆盖，全面撒网

发送频次：每月1次

展商定制服务，随时接受预定，广告画面由贵司提供。

EDM电子快讯（E-mail）



线上营销推广

定制信息，高效送达，10万+目标客户

• 数据库精准营销

• 目标客户手机，增加会晤机会

• 价格：¥20,000 元/次（70个字符以内）

             ¥30,000 元/次（134个字符内）

• 截止日期：开展前5日

• 字符数：

最多70字符（内容须含：回T退订【CCF上海春季百货展】）

• 发送时间：

具体发送时间可根据需求协商制定（推荐开展前发送）

SMS短信平台

短信
内容



02 线下文宣物料
文宣品+物料



线下文宣物料

类别 规格 金额

VIP邀请函+参观券 210（宽）mmX99（高）mm ¥10,000元/10,000张

《展讯》 210（宽）mmX140（高）mm ¥3,000元/期

《参观指南》 140（宽）mmX210（高）mm
封底：¥15,000元

封二--封三：¥10,000元
内页：¥6,000元

《会刊》 140（宽）mmX210（高）mm
封底：￥12,000元

封二--封三：¥8,000元
内页：¥4,000元

观众手提袋 350（宽）mmX400（高）mm ¥36,000元/20000个

观众吊绳+胸牌 100（宽）mmX140（高）mm ¥18,000元/10000套

瓶装水标签 300-550ml/瓶 ¥30000元/40000瓶

观众预登记礼品 数量待定 赞助商自行提供

VIP（观众）服务中心 根据区域大小而定 ¥30,000 元/区域

（论坛活动区）易拉宝 800（宽）mmX2000（高）mm ¥2,000元/幅（5幅起做）



线下文宣物料

VIP邀请函+参观券广告

VIP邀请函+参观券由主办方派专人面向全国各专业展会、

市场、经销渠道等买家定向派发，精准广告传播效果。

规格：210（宽）mmX99（高）mm

数量：10,000份起印

价格：10,000元/10,000份

广告内容由贵司提供

增值服务：

提供CCF官网（www.ccfsh.net）LOGO展现1个。



现场广告资源

《展讯》广告

《展讯》由主办方根据展会进程编印的展会动态和最新成

果，派专人面向全国各专业展会、市场、经销渠道等买家

定向派发，精准广告传播效果。

规格：236（宽）mmX55（高）mm（通栏）

          117（宽）mmX55（高）mm（半通栏）

数量：30,000份/期

价格：13,600元/期（通栏）；6,800元/期（半通栏）

广告内容由贵司提供

增值服务：

提供CCF官网（www.ccfsh.net）LOGO展现1个。



现场广告资源

《会刊》广告

《会刊》上提供展商名录，展商介绍、展商通讯等，观众

可通过阅读《会刊》，以便快速联系展商，进行贸易合作。

规格：140（宽）mmX210（高）mm

价格：封底：12,000元

          封二/封三：8,000元

          彩色内页：4,000元

广告内容由贵司提供

增值服务：

提供CCF官网（www.ccfsh.net）LOGO展现1个。



现场广告资源

《参观指南》广告

买家观展的索引地图，包括展商名录、展会平面图、精彩

活动、现场设施指南等详细位置分布，现场向观众免费提

供本届展会好看、好玩的亮点，开启安全高效的逛展之旅。

规格：140（宽）mmX210（高）mm

价格：封底：15,000元

          封二/封三：10,000元

          彩色内页：6,000元

广告内容由贵司提供

套餐服务：

若同时购买《参观指南》与《会刊》套餐服务，则赠送下

一期《展讯》半通栏广告版面。



现场广告资源

观众手提袋

• 免费发放给到场买家，用于装载展商资料

• 展馆内随处可见到

• 买家携带至公交、地铁、商超等地，宣传效果更广泛

• 发行量： 20,000

• 流动的广告牌，极佳的宣传效果，仅您一家！！！

规格：350（宽）mmX400（高）mm

价格：36,000元

• 分发途径：登记入口

• 由主办方设计并与贵司确定后再印刷；

• 增值服务：

• 1）提供CCF展会官网（www.ccfsh.net）LOGO展现1个；

• 2）大会会刊上刊登企业宣传页1P，提供会刊1本；



现场广告资源

观众吊绳+胸牌

提升形象，仅您一家。三天展期，所有观众将佩戴着印有贵公司

logo的吊带出现在展会，广告随之起到了移动宣传的效果，不仅

可以直接引流买家到贵司展位，还可彰显行业地位。

吊绳规格：宽度2cm

胸牌规格：100（宽）mmX140（高）mm

数量：30,000套

价格：48,000 元 （ 包括发布及制作费/先到先得）

• 分发途径：证件打印处、登记大厅

• LOGO由展商提供

• 增值服务：

• 1）提供CCF展会官网（www.ccfsh.net）LOGO展现1个

• 2）大会会刊上刊登企业宣传页1P，提供会刊1本



现场广告资源

LOGO 提供文件格式要求：AI源文件

瓶装水标签

• 展会官方唯一指定用水

贵司可借助贴瓶广告拉近与万余买家的距离。

矿泉水贴瓶广告可直接映入买家和同行眼帘，不仅起到品牌曝光

效果，更彰显贵司在行业中的地位。

规格：300-550ml/瓶

数量：40,000瓶

价格：30,000 元 （包括发布及制作费/先到先得）

• 分发途径：活动区/论坛区/培训区/主办方功能区/领水处

• 广告画面由主办方设计并与贵司确认后再印刷

 增值服务：

•  1）提供CCF展会官网（www.ccfsh.net）LOGO展现1个

•  2）大会会刊上刊登企业彩页广告1P，提供会刊1本



现场广告资源

观众预登记礼品

提升形象，有效转化

预登记观众是是参观展会目标最为明确的参观群体。该礼品是为

预登记观众准备的增值服务，所有预登记观众的获赠礼品上将出

现贵司的司标，是一项持久的宣传。

增值服务：

提供CCF展会官网（www.ccfsh.net）合作品牌LOGO展现

大会会刊上刊登企业彩页广告1P，提供会刊1本

• 赞助商自行提供相应数量的礼品

• 分发途径：预登记观众礼品领取处



现场广告资源

VIP（观众）服务中心

VIP休息区/展位预定处\网红打卡处\精品展示区等区域赞助。

根据区域大小而定

价格：¥30,000 元一区域  （接受现金+礼品赞助）

• 主背景板上展示冠名企业Logo
• 所有宣传资料中出现该区域的赞助鸣谢

• 大会会刊上刊登企业彩色内页广告1P
• 现场参观指南赞助鸣谢

增值服务：

1）提供CCF展会官网（www.ccfsh.net）合作品牌LOGO展现

2）展会现场主办方展会信息移动广告牌企业Logo
   （按实际现场布置方案执行）



现场广告资源

（论坛活动区）易拉宝

易拉宝广告形式携带方便，现场灵活移动便捷，可根据

论坛活动需要进行摆放，随时可以撤回的指定摆放点。

规格：800（宽）mmX2000（高）mm

价格：2,000元/幅（5幅起做）

广告内容由贵司提供

增值服务：

提供CCF官网（www.ccfsh.net）LOGO展现1个



03 现场广告资源
外广场+内广场+服务厅+连廊+雨廊+馆内+接驳车



现场广告资源

类别 规格 金额
（外广场）固定户外广告 5m高×8m宽（不包边）；5m高×4m宽（不包边） ¥25,000元/块/3天；¥12,500元/块/展期

（内广场）移动户外广告 3m宽*4m高（四周各出血5cm） 双面 ¥12,800元/幅/展期

（服务厅）LED滚动显示屏广告 视频滚动轮播，提供的视频不超过1分钟 ¥25,000元/段/展期

（服务厅）自助办证机广告 1024x768像素，5台  ¥25,000元/展期

（服务厅）信息引导柱 10个  ¥20,000元/展期

（入口厅-连廊）移动广告 8m宽*3m高（四周各出血5cm） ¥28,000元/展期

（连廊）吊旗广告 5m宽*0.7m高*2面 ¥15,000元/组/5幅

（连廊）移动广告 6m宽*3m高（四周各出血5cm） ¥15,800元/幅/展期

（雨廊）移动广告 3m宽x4m高（四周各出血5cm） 双面¥13,800元/幅/展期

（雨廊）地毯广告 地毯总长400m ¥20,000元/100m/展期

接驳车三角广告 正面：240cm宽*70cm高；侧面：67cm底*76cm高 ¥6,000元/台/展期

（馆内）吊旗 3m宽×4m高 ¥18,000元/幅/展期

（馆内）地贴 2m×2m，共40块 ¥20,000元/展期

（馆内）论坛活动屏幕广告 舞台空闲时视频滚动轮播，提供的视频不超过3分钟 ¥5,000 元/时，¥3,000/0.5时



现场广告资源



现场广告资源



现场广告资源

（外广场）固定户外广告

VIP邀请函+参观券由主办方派专人面向全国各专业展会、市场、

经销渠道等买家定向派发，精准广告传播效果。

地点：1号入口处（东广场KS-1~KS-33）

             2号入口处（东广场KN-1~KN-8）

规格：5m高×4m宽（不包边）    5m高×8m宽（不包边）

材质：桁架喷绘（画面四周必须各出血5cm）

价格：12,500（元/块/3天）；25,000（元/块/3天）

图片格式：广告尺寸比例1:1情况下，像素35dpi，

源文件格式：TIF、psd、AI、EPS（文字必须转曲）

备注：如广告是桁架喷绘，画面四周必须各出血5cm；

广告制作必须在进馆前20个工作日提交，逾期申请需加收50%的服务费；



现场广告资源

共计：4块

地点： 位于内广场车道沿线，绝佳广告宣传位置，视野开阔，

身处内广场的买家目光所及皆于此。

规格：3m宽*4m高

材质：桁架喷绘（画面四周必须各出血5cm）

价格：双面 ¥12,800元/幅/3天

图片格式：广告尺寸比例1:1情况下，像素35dpi，

源文件格式：TIF、psd、AI、EPS（文字必须转曲）

备注：如广告是桁架喷绘，画面四周必须各出血5cm

广告制作必须在进馆前20个工作日提交，逾期申请需加收50%的服务费

（内广场）移动户外广告

效果图
图片仅供参考，实际尺寸/材质见规格要求



现场广告资源

效果图仅供参考，

实际尺寸/材质见规格要求

地点：1号服务厅

规格：4m高×5m宽（具体以现场规划为准）

要求：视频滚动轮播，提供的视频不超过1分钟

价格：25,000（元/段/展期）（限5家）

（1号服务厅）LED滚动显示屏广告

增值服务：

1）提供CCF官网（www.ccfsh.net）合作品牌LOGO展现

2）大会会刊上刊登企业彩页广告1P



现场广告资源

地点：1号服务厅

规格：1024x768像素

数量：共计5台（具体以现场规划为准）

价格：¥25,000元/展期

（服务厅）自助办证机广告----独家

增值服务：

1）提供CCF官网（www.ccfsh.net）合作品牌LOGO展现；

2）大会会刊上刊登企业彩页广告1P。



现场广告资源

地点：1号服务厅、1号入口处

要求：企业/品牌LOGO

数量：共计10个（具体以现场规划为准）

价格：20,000元/展期

信息引导柱----独家

增值服务：

1）提供CCF官网（www.ccfsh.net）合作品牌LOGO展现；

2）大会会刊上刊登企业彩页广告1P。



现场广告资源

效果图(图片仅供参考

实际尺寸/材质见规格要求)

地点： 位于内广场车道沿线，绝佳广告宣传位置，视野开阔，

身处内广场的买家目光所及皆于此。

地点：1号入口厅-W5馆连廊处

规格：8m宽*3m高（四周各出血5cm）

材质：桁架喷绘

价格：28,000元/展期

图片格式：广告尺寸比例1:1情况下，像素35dpi，

源文件格式：TIF、psd、AI、EPS（文字必须转曲）

备注：如广告是桁架喷绘，画面四周必须各出血5cm

广告制作必须在进馆前20个工作日提交，逾期申请需加收50%的服务费

（入口厅-连廊）移动广告



现场广告资源

效果图(图片仅供参考

实际尺寸/材质见规格要求)

地点：1号入口厅-W1;W1→W2→W3→W4→W5→2号入口厅连廊处

规格：5m宽*0.7m高*2面

材质：喷绘

要求：每5幅一组起售

价格：18,000元/组/5幅

图片格式：广告尺寸比例1:1情况下，像素35dpi，

源文件格式：TIF、psd、AI、EPS（文字必须转曲）

备注：如广告是桁架喷绘，画面四周必须各出血5cm

广告制作必须在进馆前20个工作日提交，逾期申请需加收50%的服务费

（连廊）吊旗广告



现场广告资源

效果图(图片仅供参考

实际尺寸/材质见规格要求)

地点：分别在W1→W2→W3→W4→W5连廊处

规格：6m宽*3m高（四周各出血5cm）

材质：桁架喷绘

价格：15,800元/幅/展期

图片格式：广告尺寸比例1:1情况下，像素35dpi，

源文件格式：TIF、psd、AI、EPS（文字必须转曲）

备注：如广告是桁架喷绘，画面四周必须各出血5cm

广告制作必须在进馆前20个工作日提交，逾期申请需加收50%的服务费

（连廊）移动广告



现场广告资源

效果图(图片仅供参考

实际尺寸/材质见规格要求)

地点：分别在各馆内广场出入口处，到场买家步行/摆渡车穿梭

于各馆间，企业品牌形象广告牌加深认知。

规格：3m宽*4m高（四周各出血5cm）

材质：桁架喷绘

价格：13,800元/幅/展期（双面）

图片格式：广告尺寸比例1:1情况下，像素35dpi，

源文件格式：TIF、psd、AI、EPS（文字必须转曲）

备注：如广告是桁架喷绘，画面四周必须各出血5cm

广告制作必须在进馆前20个工作日提交，逾期申请需加收50%的服务费

（雨廊）移动广告



现场广告资源

地点：位于内广场雨廊下地毯广告位

为到场买家指引参观路线，是吸引买家谈论的重点广告位

规格：地毯总长400米

价格：20,000元/100m/展期

增值服务：

提供CCF官网（www.ccfsh.net）合作品牌LOGO展现。

备注：广告制作必须在进馆前20个工作日提交，逾期申请需加收50%的

服务费

（雨廊）地毯广告



现场广告资源

全场最佳的移动式广告，三天展期整日穿梭于W1-W5馆，电

瓶车将带着贵公司的立体广告来往于展馆之间将会吸引在场所

有人的眼球。

规格：正面240cm宽*70cm高（2面）

             侧面67cm底*76cm高（2面）

数量：共两台

价格： 18,000元/台/展期

图片格式：广告尺寸比例1:1情况下，像素35dpi，

源文件格式：TIF、psd、AI、EPS（文字必须转曲）

备注：如广告是桁架喷绘，画面四周必须各出血5cm

广告制作必须在进馆前20个工作日提交，逾期申请需加收50%的服务费

接驳车三角广告



现场广告资源

效果图(图片仅供参考

实际尺寸/材质见规格要求)

地点：位于场馆内部主通道的上方吊点广告位双面形象展示增

加认知，数万名专业观众从广告下方经过，增加品牌形象曝光

度，观众留下深刻的品牌印象指引观众到达贵公司展位。

规格：3m宽*4m高

材质：黑白喷绘布双面

价格： 18,000元/幅/展期

图片格式：广告尺寸比例1:1情况下，像素35dpi，

源文件格式：TIF、psd、AI、EPS（文字必须转曲）

备注：如广告是桁架喷绘，画面四周必须各出血5cm

广告制作必须在进馆前20个工作日提交，逾期申请需加收50%的服务费

（馆内）吊旗广告



现场广告资源

效果图(图片仅供参考

实际尺寸/材质见规格要求)

地点：覆盖每个场馆内主通道地面之上，所有到场的买家通过

时都可看到，单日单条通道数万人通过，对贵公司展位进行指

引作用。

规格：2m×2m，

数量：共40块

价格： ¥20,000元/展期

图片格式：广告尺寸比例1:1情况下，像素35dpi，

源文件格式：TIF、psd、AI、EPS（文字必须转曲）

备注：如广告是桁架喷绘，画面四周必须各出血5cm，

广告制作必须在进馆前20个工作日提交，逾期申请需加收50%的服务费。

（馆内）地贴广告



现场广告资源

地点：论坛活动现场主屏幕间歇时段

要求：舞台空闲时视频滚动轮播，提供的视频不超过3分钟

价格：5,000 元/时，3,000/0.5时

（馆内）论坛活动屏幕广告

增值服务：

提供CCF官网（www.ccfsh.net）LOGO展现1个。



04 论坛活动赞助
冠名赞助+品牌赞助+特别赞助



论坛活动赞助

权益
类别  项目内容 冠名赞助 1个

(赞助费用：￥100,000元)
品牌赞助 数量不限

(赞助费用：￥50,000元)
特别赞助 数量不限

(赞助费用：￥30,000元)

名誉
权益

官方对外称谓   冠名赞助商 品牌赞助商 特别赞助商

赞助企业性质   排他且唯一 排他不唯一 不排他不唯一

赞助品牌在活动名称的体现  冠名或联名形式体现，出现在活动名称
最前 无 无

开幕典礼嘉宾席位 提供品牌高层2席嘉宾席位，并于开幕
典礼颁发战略合作伙伴奖项

提供品牌高层1席嘉宾席位，并于开
幕典礼颁发战略合作伙伴奖项

提供品牌高层1席嘉宾席位，并于开
幕典礼颁发战略合作伙伴奖项

晚宴嘉宾席位（多活动赞助需具
体商定）

提供品牌高层1席VIP席位，2席普通晚
宴席位

提供品牌高层1席VIP席位，1席普通
晚宴席位 提供品牌高层1席VIP席位

传播
权益

海报（全平台外宣使用） 冠名活动名称；LOGO体现 LOGO体现 LOGO体现

嘉宾邀请函 冠名活动名称；LOGO体现 LOGO体现 LOGO体现

官网论坛外宣稿 报道中品牌体现（LOGO或文字名称） 报道中品牌体现（LOGO或文字名称） 报道中品牌体现（LOGO或文字名
称）

官网+公众号（品牌介绍及相关
素材由赞助商提供，CCF有权编
辑）

所有论坛报道中均体现冠名赞助商
（LOGO或文字名称），其中1篇附加
150字以内品牌介绍

所有论坛报道中均体现品牌赞助商
（LOGO或文字名称）

所有论坛报道中均体现特别赞助商
（LOGO或文字名称）

《会刊》+《参观指南》彩页广
告 提供整版广告1P 提供整版广告1P 提供整版广告1P

大众媒体新闻稿（可定制，视具
体论坛情况）

通稿报道中体现冠名赞助商（LOGO或
文字名称），附加150字以内品牌介绍

通稿报道中体现品牌赞助商（LOGO
或文字名称）

通稿报道中体现特别赞助商
（LOGO或文字名称）

短视频（抖音/快手/视频号
等）（可定制，视具体论坛情况）

活动视频（竖屏）上下部分体现冠名活
动名称及LOGO 

活动视频（竖屏）上下部分体现
LOGO

活动视频（竖屏）上下部分体现
LOGO



论坛活动赞助

权益
类别  项目内容 冠名赞助 1个

(赞助费用：￥100,000元)
品牌赞助 数量不限

(赞助费用：￥50,000元)
特别赞助 数量不限

(赞助费用：￥30,000元)

现场
权益

展厅门楼 冠名活动名称；LOGO体现 LOGO体现 LOGO体现

入口连廊活动清单 冠名活动名称；LOGO体现 LOGO体现 LOGO体现

活动区活动一览（各活动区单独） 冠名活动名称体现 无 无

自有IP主题活动广告桁架 冠名活动名称；LOGO体现 LOGO体现 LOGO体现

活动区易拉宝广告 易拉宝广告2副（广告画面由赞助商自
行提供，制作及摆放位置由主办方安排）

易拉宝广告1副（广告画面由赞助商自
行提供，制作及摆放位置由主办方安排） 无

活动区LED 论坛现场LED主视觉体现冠名活动名称
及LOGO，侧屏（定屏）LOGO露出

论坛现场LED主视觉及侧屏（定屏）
LOGO露出

论坛现场LED主视觉及侧屏（定屏）
LOGO露出

论坛开始前及间歇暖场视频播放 提供整段广告或循环播放≤3min 提供整段广告或循环播放≤1min 提供整段广告或循环播放≤30s

伴手礼/宣传资料（视具体论坛情
况统一发放/赞助商自行发放）

赞助商有权提供嘉宾伴手礼品赞助，或
在活动区放置宣传资料

赞助商有权提供嘉宾伴手礼品赞助，或
在活动区放置宣传资料

赞助商有权提供嘉宾伴手礼品赞助，
或在活动区放置宣传资料

嘉宾致辞/演讲 冠名赞助商可在3min开场致辞、15-
20min主题演讲（符合论坛主题且非硬
广品宣内容）、参与沙龙对话三项中任
选其一

品牌赞助商可在15-20min主题演讲
（符合论坛主题且非硬广品宣内容）、
参与沙龙对话两项中任选其一

特别赞助商可参与沙龙对话

主持口播鸣谢 主持人为冠名赞助商做1次简短介绍，
口播鸣谢品牌4次 主持人口播鸣谢品牌2次 主持人口播鸣谢品牌1次

论坛现场嘉宾席位 提供品牌高层3席嘉宾席位 提供品牌高层2席嘉宾席位 提供品牌高层1席嘉宾席位



聚焦品牌•引领行业

官方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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