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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1月23日-25日

北京·国家会议中心

广告赞助项目



广告投放机会

PT EXPO CHINA 2022是由工信部主办的国家级信息通信展览会，
一线品牌展商云集。如果您想在400多家参展商以及8万多名观众面
前展示公司品牌形象，请把握住这次难得的展示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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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会现场广告 
户外广告

道旗广告旗杆广告 玻璃幕墙贴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项目位置 项目规格 数量 单价

旗杆广告 E-009-12~16 东广场内 旗杆高度15米×宽2.4米×高1.6米/面，
布材质（贡缎）。

展览区：3组，每组22根
会议区：2组，北侧34根一组，         
南侧43根一组

￥120,000元/组/展期

      道旗（独家）     E-003 东广场内     宽0.5米×高1.8米/面，两侧，双面，
布材质（贡缎）。 40组(独家） ￥160,000元/展期

玻璃幕墙贴     E-006-1~4 E1-E4户外下沉
花园玻璃墙面 长20米×高2.5米，3M贴 4个 ￥100,000元

E-009-12~16/E-003铁塔/ E-006-1~4可选

E-009-12~16 E-003 E-006-1~4



展览会现场广告
户外东广场广告板

项目名称 项目位置 项目序号 尺寸 数量 单价

玻璃幕墙广告 户外E1-E4馆正门上方 E-005-1/2/3/4

E1:宽18米×高18米
E2:宽18米×高20米
E3:宽18米×高22米
E4:宽18米×高26米

4个 ￥280,000

• 广告地点绝佳，展馆黄金广告地段。

• 超大幅面，完美、全方位品牌展示。

展览会现场广告 
玻璃幕墙广告 

E-005-1华为/-2（电信|联通）/-3（移动｜铁塔）/-4通用技术集团



项目名称 项目位置 项目序号 尺寸 数量 单价

室外东广场
广告板

展览区东
广场 E-004-1/2/3/4/5 长6米×高4米 5 ￥50,000

E-004-1可售/-2可售/-3新华三/-4卫通/-5新华三

展览会现场广告
户外东广场广告板



展览会现场广告 
墙体灯箱/非灯箱

项目名称 项目位置 项目序号 尺寸 数量 单价

墙体灯箱广告
墙体非灯箱广告 1层展厅序厅西侧墙 E-007-1~8

E-008-1~9
宽9.35米×高4.7米
宽9米×高4.81米 17 ￥65,000/￥60,000

位于展馆醒目区域，冲

击力强，吸引众多目光

。

E-007-1~4,5&6可售,7~8 / E-008-1~9可售

E007-
1

E1门

E007-
2

E008-
1

E008-
3

E007-
3

E007-
4

E2门 E4门

E008-4E008-
2

E008-
5 E008-6 E007-5 E008-7 E008-8 E008-9E007-6

E3门

E007-7 E007-8



项目名称 项目位置 项目序号 尺寸 数量 单价

吊旗广告 展馆内
（E2/E3/E4通道）

E-009-1~6
（E2/E3/E4通道） 长4米×高3米 18个 ￥45,000

展览会现场广告       
吊旗

E-009-/1-2-3-4-5移动（E3通道）E-009-1~6可选（E2/E4通道）



项目名称 项目位置 项目序号 尺寸 数量 单价

序厅包柱 1-4号馆馆内 E-014-1/2/3/4 方柱 4 ￥40,000

展览会包柱广告 

一层序厅包柱

序厅包柱广告位于展馆出入口最显眼处，是进出展馆的必经之地
。高大的立柱撑起序厅天顶，也让您的品牌在第一时间抓住进出
场馆的全球ICT人士眼球，成为“行业砥柱”。

E-014-1~4 　通用技术集团



项目名称 项目位置 项目序号 尺寸 数量 单价

地下一层   
序厅包柱

地下一层序厅
内 E-014-5/6/7 方柱 3 ￥25,000

展览会现场广告 
地下一层序厅包柱

序厅包柱广告位于展馆出入口最显眼处，是进出展馆的必经
之地。高大的立柱撑起序厅天顶，也让您的品牌在第一时间
抓住进出场馆的全球ICT人士眼球，成为“行业砥柱”。

E-014-5/6/7-可售



展览会现场广告 
展馆内广告

项目名称 项目位置 项目序号 尺寸 数量 单价

扶梯广告 展区1F上行电梯扶
手内外两侧E1/E4 E-013-1~12 长9米×宽0.6米  12面 ￥30,000

挂板广告 展区北侧立面广告
位 E-016 长7米×高2.8米

(材质：桁架绷保利布) 1个 ￥50,000

挂板广告 展区南侧立面广告
位 E-017 长6.9米×高4.5米

(材质：桁架绷保利布) 1个 ￥50,000

串旗广告（独家） 展馆序厅 E-007 宽0.6米x高1.5米                             
21排；1幅/排，双面 喷绘 ￥400,000

E-013-1~12可售 E-016可售 E-017光宇电源 E-007移动 8排/联通13排

E-013-1~12 E-016 E-017 E-007



项目名
称 项目位置 项目序

号 尺寸 数
量 单价

一层馆
内落地
广告牌

E1-E4门
之间序厅

E-018-
1～9

E-018-1~3 长25米×高4米(3块)
E-018-4 长8米×高4米(1块) 
E-018-5 长12米×高4米(1块) 
E-018-6~7长9米×高4米(2块) 
E-018-8 长8米×高4米(1块) 
E-018-9 长9米×高4米(1块)

9

E-018-1~3 ￥150,000
E-018-4 ￥60,000
E-018-5 ￥80,000
E-018-6 ￥70,000
E-018-8 ￥60,000
E-018-9 ￥70,000

展览会现场广告 
一层序厅落地广告牌

E-018-1中国信科/-2中国电科/-3中兴/-4C114/-5浩瀚/-6&7中国信科/-8通信产业报/-9可选



展览会现场广告 
地下一层序厅落地广告牌

项目名称 项目位置 项目序号 尺寸 数量 单价

地下一层馆内落地广告牌　
画面（可合并）

5-6馆门之
间序厅 E-019-1~6 E-019-1~6 长9米　高3米 6 ￥45,000

E-019-1~6可售



展览会现场广告 
地下一层序厅落地广告牌

项目名称 项目位置 项目序号 尺寸 数量 单价

地下一层序厅落地广告牌 地下一层序厅 E-020-1-4 E-020-1、4 长5米×高3米
E-020-2、3 长4米×高3米 4 E-020-1、4 ￥38,000

E-020-2、3 ￥30,000

E-020-1/2/3/4　可售



展览会现场广告 
户外广告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项目位置 项目规格 数量 单价（整套）

户外铁马广告 E029 天辰东路、规划四路 2米*1.05米
包布套或KT版 20个(独家) ￥100,000元/展期

广浩科技



项目名称 项目位置 项目序号 尺寸 数量 单价

落地液晶广告牌 展馆序厅 E-021-1~2 长5米高3米 1  ￥50,000/展期/30秒
每家滚动播放

展览会现场广告 
地下一层序厅液晶屏广告

• 展馆序厅液晶屏广告

• 地理位置佳，注册证件观众必经之处

• 30秒视频，全天滚动播放60次

E-021-1~2  可售



项目名称 项目位置 项目序号 数量 材质 单价

户外入口处门套 1-4号馆入口处 Z-001-1/2/3/4 4个 定制金属框架
包软膜喷绘 ￥130,000

馆内入口处门套 馆内1-4号馆入口处 Z-002-1/2/3/4 4个 桁架绷保利布喷绘 ￥130,000

展览会现场广告       
门套

Z-001-1通用技术集团/ 2铁塔/3爱立信/ 4中兴 Z-002-1联通/2电信/3移动/4可售

Ø 项目位置： 展馆醒目宣传区域

Ø 冲击力强, 吸引众多观众目光

Z-001 Z-001 Z-002-1/2/3/4



项目名称 项目位置 项目序号 数量 材质 单价

1层扶梯口处门套 2-3号馆之间 Z-003-1/2 2个 木质门套结构
高精度相纸喷绘 ￥100,000

展览会现场广告 
门套 

Ø 项目位置： 序厅内醒目宣传区域

Ø 冲击力强, 吸引众多观众目光

Z-003-1~ 灯杆联盟  　　Z-003~ 2 可售

Z-003-2Z-003-1



展览会现场广告 
门套 

项目名称 项目位置 项目序号 数量 材质 单价

地下展厅入口处门套 5-6号馆入口处  Z-004-1/2/3/4 4个 木质门套结构
高精度相纸喷绘 ￥100,000

Ø 项目位置： 展馆醒目宣传区域

Ø 冲击力强, 吸引众多观众目光

Z-004-1/2/3/4 可售

Z-004-1 Z-004-2 Z-004-3 Z-004-4



项目名称 项目位置 项目序号 数量 材质 单价

下沉花园入口处门套 户外下沉花园入口
处   Z-005-1~2 2个 木质门套结构

高精度相纸喷绘 ￥130,000

展览会现场广告 
户外下沉花园入口门套 

　
Z-005-1~2     可售

Ø 项目位置：地下展馆入口

Ø 注册观众必经之路，非常明显。



展览会现场广告 
展馆内广告

项目名称 项目位置 项目序号 尺寸 数量 单价

扶梯广告 会议区1F上行电
梯扶手内外侧广告 C-013-13 长22米×宽0.6米  7面 ￥30,000

挂板广告 会议3层平台南侧
立面广告位 C-022 长12米×高4.2米

(材质：桁架绷保利布) 1个 ￥100,000

挂板广告 会议4层观景平台
南侧立面广告位 Ｄ-022 长15米×高3.3米

(材质：桁架绷保利布) 1个 ￥150,000

会议区落地广告牌 会议区一层 C-023 长8米x高3.5米                            
单面 1 ￥80,000元

C-013-13可售 C-022可售 C-023可售

C-013-13 C-022 C-023

Ｄ-022

D-022可售

Ｄ-022



项目名称 项目位置 项目序号 尺寸 数
量 单价

4层北大堂包柱广告位 4层北大堂序厅北侧立柱 Ｄ-23 周长4米Ｘ高4米
（高清写真布） 5  ￥80,000（独家）

4层展馆入口处挂板广告 北大堂5层北侧立面广告 Ｄ-24 长15米×高3.5米
(环保布加配重) 3  ￥150,000

4层悬空竖幅广告 北大堂中心悬空竖幅广告 Ｄ-25 宽1.2米×高6.5米 
（高清写真布）

1
4  ￥300,000

展览会现场广告 
4层北大堂序厅

D-23 可售

Ｄ-23

Ｄ-24
Ｄ-25

• 4层北大堂，主要观众出入口

• 地理位置佳，曝光率高

• 展示空间大，适合大面积画面及logo展示

D-24 可售 D-25 可售



项目名称 项目位置 项目序号 尺寸 数量 单价

4层东序厅落地广告位
4层东序厅观光梯对面北侧 Ｄ-28-1 长6米Ｘ高2.5米

(高清写真画面) 1  ￥80,000

4层东序厅观光梯对面南侧 Ｄ-28-2 长6米Ｘ高2.5米
(高清写真画面) 1  ￥80,000

展览会现场广告 
4层东序厅－观光梯对面

D-28-1可售 D-28-2可售

Ｄ-28-1

• 观光梯对面，展馆入口处

• 重要嘉宾从此经过，适合宣传企业品牌

Ｄ-28-2

Ｄ-28-1

Ｄ-28-2



项目名称 项目位置 项目序号 尺寸 数
量 单价

4层观景
平台

观景平台北侧 Ｄ-26-1　 长9米×高3米 1  ￥100,000

观景平台东侧 Ｄ-26-2　 长9米×高3米 1   ￥100,000

观景平台南侧 Ｄ-26-3　 长7米×高3米 1 ￥80,000

观景平台南侧 Ｄ-26-4　 长7米×高3米 1 ￥80,000

展览会现场广告 
一层序厅落地广告牌

展览会现场广告 
4层观景平台

1

2

3 4

• 从３楼扶梯到观景平台，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此广告位。

D-26-1可售 D-26-2可售 D-26-3可售 D-26-4可售



项目名称 项目位置 项目序
号 尺寸 数量 单价

观光梯两侧
挂板广告

4层观光梯北侧 Ｄ-27-1　 长15米×高3米
(环保布加配重) 1 　￥150,000

4层观光梯南侧 Ｄ-27-2　 长10米×高3米
(环保布加配重) 1 　￥120,000

3层观光梯南侧 Ｄ-27-3　 长10米×高3米
(环保布加配重) 1 　￥120,000

展览会现场广告 
一层序厅落地广告牌

展览会现场广告 
观光梯两侧

北

南

Ｄ-27-1Ｄ-27-2

• 观众进入大厅首先看到的是观光梯两侧广告，曝光率高

• 展示空间大，适合大面积画面及logo展示

Ｄ-27-3

D-27-1可售 D-27-2可售 D-27-3可售



项目名称 项目位置 项目序号 尺寸 数量 单价

C区序厅液晶显示屏 C区一层序厅通往
E区扶梯旁 E-021-3 长10米高2米 1  ￥100,000/展期/30

秒每家滚动播放

展览会现场广告 
C区序厅液晶屏

C-021-3 可售

C-021-3



展览会现场广告 
会议区广告

项目名称 项目位置 项目序号 尺寸 数量 单价

挂板广告 会议3层商务中心南侧立
面广告位 C-024 长15米×高3.5米

(材质：桁架绷保利布) 1个 ￥150,000

挂板广告 会议2层平台立面广告位 C-025 长7米×高2.4米
(材质：桁架绷保利布) 1个 ￥80,000

落地广告 会议区3层平台落地 C-025-1 长6米×高3米                    
(材质：桁架绷保利布) 1个 ￥60,000

C-024可售 C-025可售 C-025-1华为

E-024 E-025-1E-025

C-025-1

C-024

C-025



展览会现场广告 
会议区广告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项目位置 项目规格 数量 单价

观光梯南侧挂
板广告位 C-009 观光梯南侧（2

层） 长10米*高3米 1 ￥100,000元/展期

注册处链柱广
告

E-026-
1/2/3

展览区、会议区
注册处

每一个注册处独家展示，　
安排15个广告位 3套 ￥80,000元/处/展期

可售

C-009 E-026-1/2/3

C-009



项目名称 项目位置 项目序号 数量 材质 单价

C区通往E区门套 会议区一层扶梯口处   Z-006-1 1个 木质门套结构
高精度相纸喷绘 ￥150,000

C区展馆入口门套 展馆门入口处  Z-006-2 1个 木质门套结构
高精度相纸喷绘

￥150,000

展览会现场广告 
门套

Z-006- 1可售/Z-006- 2可售

Ø 项目位置： C区通往E区展览区必经通道 Ø 项目位置：多功能厅正对，进入C区展馆通道

Z-006-1 Z-006-2



展览会现场广告 
会议区广告

项目名称 项目位置 项目序号 尺寸 数量 单价

观光梯东侧外立面
巨幅广告 观光梯东侧外立面 C-001 长10米×高22米 1个 ￥350,000

C-001可售

Ø ＩＣＴ高层论坛举办地

Ø 工信部领导出席开幕式

Ø 展示面积大，易展示品牌



展览会现场广告 
会议区广告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项目位置 项目规格 数量 单价

主大堂E区二层东侧广告牌 C-012-1 主大堂E区西侧 长10米×高3米 1 ￥80,000/展期

可售

C-012-1~2

• 广告位置位于大宴会厅入口上方。

• 长幅画面适合企业展示宣传口号。



展览会现场广告 
会议区广告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项目位置 项目规格 数量 单价

C1-C3门之间主大堂
东侧落地广告板 C-011 C1-C2/C2-C3 长9米×高3米 2 ￥80,000元/展期

可售



展览会现场广告 
会议区广告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项目位置 项目规格 数量 单价

C1-C3门之间主大堂
东侧落地广告板 C-011 C1-C2/C2-C3 长9米×高3米 2 ￥80,000元/展期

可售



展览会现场广告 
会议区广告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项目位置 项目规格 数量 单价

主大堂东侧三层挂
板广告 C-013 C1-C2/C2-C3 长10米*高3米 3 ￥80,000元/展期

可售



展览会现场广告 
玻璃幕墙、门套、户外广告牌广告 

项目名称 项目位置 项目序号 尺寸 数量 单价

C1-C2门之间上方玻璃
幕墙广告 C1-C2门之间上方 C-005 长18米×高18米 1个 ￥350,000

C1-C2户外入口处门套 会议区C1/C2门
入口处 C-004-1～2 长12米×高4.2米 2个 ￥150,000

门套北侧落地广告板 C1门北侧 C-003-1 长20米×高4米 1个 ￥160,000

C1-C2正门之间落地广
告板 C1-C2之间 C-003-2 长11米×高4米 1个 ￥80,000

C-005可售，C-004-1～2可售, C-003-1通用技术集团/C-003-2可售

C-005 C-004-1～2 C-003-2 C-003-1



ＶＲ线上展示

项目名称 项目位置 规格 单价

ＶＲ线上展示服务 云服务器线上展示 36平米展台 ￥10,000

36-54平米展台 ￥15,000

Ø 为参展商定制ＶＲ线上展示空间

Ø 观众通过链接即可访问线上展厅

Ø 线上VR展厅详细展示参展商海报及视频

Ø 一次制作，享有永久线上展示空间

扫码查看效果 扫码查看效果

• 在参展前给自己客户的展示公司主营业务、先进

技术及品牌形象。

• 提高沟通效率，把握住精准客户。



展览会现场广告 
会议区广告

项目名称 项目位置 数量 单价

休息区冠名 会议区三层会议区中间序厅 独家 ￥150,000

可售

Ø 项目位置： 三层会议区序厅300平米休息区

Ø 在醒目位置显示冠名赞助商的企业标识

Ø 在休息区可摆放赞助方宣传手册及口号标语



项目名称 项目位置 数量 单价

VIP团组休息区冠名 展馆内 独家 ￥150,000

赞助项目
VIP休息区冠名

VIP休息区冠名-可售

Ø 团组贵宾休息区位于展馆内

Ø 可在醒目位置显示赞助商的企业标识

Ø 可在休息区内摆放赞助方宣传手册及口号标语



项目名称 项目位置 数量 单价（每套）

地贴冠名广告   （独家） 会议区序厅
内 一套（6个） ￥35,000

   赞助项目
导引指示

Ø项目位置：展馆醒目指示位，人流量大

Ø吸引观众目光，指示导引效果好

Ø不可多得的推广展示机会

可售



地贴冠名广告

项目名称 项目位置 数量 单价（每套）

下沉花园楼梯通道广告   （独家） 入口步行梯平台 2套（每套３个） ￥15,000

赞助项目
导引指示

可售



项目名称 项目位置 数量 单价（每套）

指示牌冠名广告 展馆东侧广场 独家（6个及以上） ￥80,000

赞助项目
导引指示

可售



           参会指南

参观指南 & 邀请券

项目名称 项目细项 数量 单价

参观指南/
参会指南

底栏广告 独家 ￥20,000

封二广告 1 ￥80,000

封三广告 1 ￥80,000

封底广告 1 ￥80,000

 内页上方
logo 独家 ￥30,000

 插页广告 若干 ￥50,000

参观指南

插页广告-可售封底广告-可售



    插页示例    证件示例

    挂绳示例
    手提袋示例

赞助项目
会刊 & 证件 & 手提袋

项目名称 数量 单价

会刊插页/封二&三/封底广告 3页/1页/1页
￥60,000/100,000

/100,000

证件挂绳广告 独家 ￥350,000

证件背面广告 独家 ￥150,000

手提袋广告 独家 ￥300,000

挂绳广告-联通

封二-广东海悟/封三-通用技术集团/封底-亨通

手提袋 -通用技术集团



平面广告
平面特别标注广告

名单标注示例logo标注示例

项目名称 项目细项 数量 单价

Logo标
注广告

展位图加
logo

每个展馆不
超过5家 ￥6,000

名单标注
广告

名单显著
标识

每个展馆不
超过5家 ￥6,000

北京浩瀚深度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可售



赞助项目
注册系统

Ø 受众面广：7万人的展会证件均通过此系统注册办理 ，投放
精准，彰显企业品牌实力。 

Ø 突出展示：在注册系统页面底部显示企业Logo并链接到指
定网站。

Ø 邮件传播：证件注册成功后，系统会自动发送确认邮件，
邮件中会展示赞助商Logo信息。

可售

项目名称 数量 单价

观众注册系统
赞助广告

独家 ￥300,000



项目名称 项目细项 数量/单品金额

奖品赞助

一等奖 5个/单个产品价格3000元以上

二等奖 10个/单个产品价格2000元以上

三等奖 20个/单个产品价格1000元以上

官方微信宣传 图文推送 3000元/篇

赞助项目
奖品赞助

奖品赞助不仅能让您的产品获得在各种展会官方宣传
渠道和现场的曝光，还能将您的顶尖产品呈现于参与
者面前，让行业内最具价值的参与者获得体验其卓越
性能的绝佳机会，从此打开更广阔的市场。

可售

展览会官方微信宣传

观众现场活动赞助



项目名称 项目形式 项目尺寸 数量 单价

EDM 
banner+

LOGO
jpg/gif/ai

Banner: 
640*80 px 

Logo: 矢量图片
1期 ￥20,000

Ø 近6万数据库，定期精准投放。

Ø 高性价比广告形式，高回报的推广平台

线上广告
邮件推广

可售

LOGO位

EDM banner



赞助项目
官网首页banner

Ø 受众面广：官方展会资讯、注册、媒体一站
式聚合门户网站。投放至展会结束可收获
50W+人次曝光量，投放精准，彰显企业品
牌实力。 

Ø 突出展示：在官网首页顶部显示企业Logo
Ø 展示时间：自合同生效日期起至展会结束当

日

可售

项目名称 数量 单价

官网首页轮播
banner 5个 ￥240,000



赞助项目
官方微信微博推广 Ø 受众面广：在3.6W+粉丝的PT官方微信号

和15.3W+粉丝的PT官方微博号平台上获得
十足的曝光，粉丝群体均为ICT产业相关人
士，投放精准。

Ø 突出展示：在微信公众号推文顶部、底部展
示您的企业与产品banner或独家LOGO，可
全期覆盖展前、展中、展后。

Ø 定制内容：为您定制独家头条文章，并发布
在PT官方微博号，覆盖面广，投放更精准。

可售

项目名称 数量 单价

定制微博头条文章 不限 ￥5,000

微信推文顶部
赞助LOGO 不限 ￥5,000

微信推文底部
banner

尺寸：300*150
不限 ￥3,000

微信推文顶部
独家赞助LOGO

微信推文底部banner

发布定制微博头条文章



赞助项目
官方小程序首页推介

Ø 受众面广：官方展会资讯、注册、直播、媒体一站式聚
合小程序。投放至展会结束可收获30W+人次曝光量，
投放精准，彰显企业品牌实力。 

Ø 突出展示：在小程序首页【精彩图集】或【展商推介】
展示您的企业和产品

可售

项目名称 数量 单价

官网小程序首页推介 8个 ￥80,000



赞助项目
展会照片直播首页推介

Ø 受众面广：官方展会照片直播平台。整个展会期间收获
30W+人次曝光量，投放精准，彰显企业品牌实力。 

Ø 突出展示：在小程序首页【照片直播】展示您的企业广
告

可售

项目名称 数量 单价

展会照片直播首页推介 4家图片轮播 ￥20,000



赞助项目
合作媒体专访

在权威行业媒体上进行“1对1”独家专访，
机会十分难得。通过专访，您可以达到：

Ø 扩大品牌行业影响力
Ø 推广新业务
Ø 收集潜在销售线索

展示时间：合同生效日起至展会结束当日
（投放前需要咨询和审核）

可售

项目名称 名额 单价

C114 15 ￥30,000

通信产业网 10 ￥30,000

飞象网 10 ￥30,000



赞助项目
合作媒体广告投放

PT展的签约合作媒体数量众多，资源
丰富，为通信企业提供了难得的展示
平台和曝光机会！
展示时间：合同生效日起至展会结束
当日。（投放前需要咨询和审核）

可售

NO. 媒体名称 banner尺寸 位置 展现形式 数量 能否外链 费用
1 汇展在线 585*90 首页 轮番循环 1 否 3w
2 融合网 955*70 首页 轮番循环 1 否 5w
3 呼麦网 1260*100 首页 轮番循环 1 否 5w
4 CTI论坛 960*100 首页 轮番循环 1 否 7w
5 ICT人才网 675*315 首页 轮番循环 1 否 5w
6 通信界 1200*90 首页 轮番循环 1 否 6w
7 移动通信网网 350*90 首页 轮番循环 1 否 8w
8 极客网 320*182 首页 轮番循环 1 否 6w
9 C114 300*60 会展页 轮番循环 1 否 10w

10 工联网 290*125 首页 轮番循环 1 否 8w
11 飞象网 995*80 会展页 轮番循环 1 否 8w
12 智能界 1200*100 首页 轮番循环 1 否 5w
13 数据中心世界网 800*70 首页 轮番循环 1 否 6w
14 投影时代 285*80 会展页 轮番循环 1 否 5w
15 机房360 460*90 首页 轮番循环 1 否 4w
16 ups应用 236*60 会展页 轮番循环 1 否 5w
17 军桥网 237*60 会展页 轮番循环 1 否 4w
18 企业网 240*80 首页 轮番循环 1 否 5w
19 数字通信世界网 1000*60 首页 轮番循环 1 否 7w
20 迅石光通信 180 *75 首页 轮番循环 1 否 7w
21 网络电信 644*80 首页 轮番循环 1 否 6w
22 光电通信网 550*116 首页 轮番循环 1 否 6w
23 通信世界网 待定 待定 轮番循环 1 否 9w
24 通信产业网 待定 待定 轮番循环 1 否 9w



赞助项目
合作媒体专题广告

行业头部媒体为PT展打造的专属定制页面，通过专
属页面进行内容曝光，展商既可以对品牌进行曝光
，还可以达到借势传播的目的，机会十分难得。

序号 媒体名称 展现形式 发布时间 数量 费用（每篇） 备注
1 C114 图文 展会期间 2 ￥20,000 需沟通、需审核

2 通信世界网 图文 展会期间 2 ￥20,000 需沟通、需审核

3 通信产业网 图文 展会期间 2 ￥20,000 需沟通、需审核

4 中国工信产业网 图文 展会期间 2 ￥20,000 需沟通、需审核

可售



赞助项目
第三方广告资源

PT展代理了众多优质的广告投放资源，渠道和价格都十分具有竞争力。

可售

丰巢广告



赞助项目
第三方广告资源

可售

北京地铁车门广告

每天700列广告列车，7万个广告位

每列列车6节车厢，共96个广告位

可投放线路：1、2、5、6、10、15和
亦庄线

车门广告

线路名称 投放周期 投放费 制作费
1、2、10号线（S） 4周 ￥238,000 ￥10,000

5、6号线（A+） 4周 ￥228,000 ￥10,000

15号线（A） 4周 ￥208,000 ￥10,000

亦庄线（B） 4周 ￥178,000 ￥10,000



联系我们
联系我们获取更多展览、赞助及会议演讲信息，我们也可以根据您公司需要
，定制个性化的参与方案。一起加入到泛ICT领域最具影响力盛会中！

www.ptexpo.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