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MM 电子制造自动化&资源展

展会选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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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3号馆前广场广告位
数量：1个

优势：北二门为展馆车辆主要入口，所有贵宾、组团观众以及绝大多数散客等观众进出展区
都会通过此门通行。预估人流量为40000人次

编号 规格 价格 备注

X01 13.6x4.7(h)m 16000/面

现场广告位

其他说明：价格仅包含广告位制作及投放，组委会不提供设计服务，组委会将按照广告主文
件直接制作；



广告：3号馆前广场广告位
数量：2个

北二门为展馆车辆主要入口，所有贵宾、组团观众以及绝大多数散客等观众进出展区都会通
过此门通行。预估人流量为40000人次

编号 规格 价格 备注

X02 11.8x4.7(h)m 16000/面

X03 11.4x4.7(h)m 16000/面

现场广告位

其他说明：价格仅包含广告位制作及投放，组委会不提供设计服务，组委会将按照广告主文
件直接制作；



广告：3号馆前广场广告位
数量：3个
尺寸标准：见表格

优势：北二门为展馆车辆主要入口，所有贵宾、组团观众以及绝大多数散客等观众进出展区
都会通过此门通行。预估人流量为40000人次

编号 规格 价格 备注

X04 11.9x4.7(h)m 10000/面

X05 12.5x4.7(h)m 10000/面

X06 12.5x4.7(h)m 10000/面

现场广告位

其他说明：价格仅包含广告位制作及投放，组委会不提供设计服务，组委会将按照广告主文
件直接制作；



J01  J02  J03 J04 J05 J06  J07 J08 J09 J10  J11  J12 J13  J14 J15  J16 J17 J18 J19

J20 J21 J22 J23 J24  J25  J26  J27 J28 J29 J30  J31 J32 J33 J34  J35 J36 J37  J38 J39

方案J1~38    广场空飘广告
数量：50个
尺寸标准：

优势：广告位位于展馆停车场外围，展区内由北门到展馆序厅大门均可看到空飘广告，展区外从
莞太路到家具大道均可看到空飘广告，预计人流量达>40000人次（广告位顺序按签定合同日期
排序）

编号 规格 价格 备注

J01~38 标准单色条幅 1400/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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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40

J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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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413

现场广告位

其他说明：价格仅包含广告位制作及投放，组委会不提供设计服务，组委会将按照广告主文
件直接制作；



方案H1~10：外场平板广告
数量：10个

优势：广告位位于展馆正门，广告位为双面广告（内容一致），面积巨大，正面朝向展馆及
展馆主通道，背面朝向展馆停车场，预计人流量为40000人次。

编号 规格 价格 备注

H01~10 10X4m 15000/块

H01

现场广告位

其他说明：价格仅包含广告位制作及投放，组委会不提供设计服务，组委会将按照广告主文
件直接制作；

H02H03H04H05H06H07H08H09H10



广告：3号馆雨廊广告
数量：12个

优势：A01~13位于展馆雨廊人行通道右侧，无论走主通道还是雨廊，均可以看到此广告
位，，预计人流量达40000人次。

编号 规格 价格 备注

A01~A12 5.9*4.05m 8000/面

现场广告位

其他说明：价格仅包含广告位制作及投放，组委会不提供设计服务，组委会将按照广告主文
件直接制作；



广告：3号馆序厅广告位
数量：4个

优势：C05~08位于展馆序厅出入口，出入口设有安检门，所有观众需从此处排队进入序厅，
预计人流量达40000人次。采用半透明材质，面积巨大，展示效果好，高端大气上档次

编号 规格 价格 备注

C07~C08 17*4m 19200/面 正对入口右侧两个

C05-C06 17*4m 13200/面 正对入口左侧两个

现场广告位

其他说明：价格仅包含广告位制作及投放，组委会不提供设计服务，组委会将按照广告主文
件直接制作；



广告：3号馆馆内指示牌广告位
数量：12个

优势：广告位位于展馆内的6条主通道尽头，预计人流量40000人次

编号 规格 价格 备注

D06-D18 81*65cm 2250/个

现场广告位

其他说明：价格仅包含广告位制作及投放，组委会不提供设计服务，组委会将按照广告主文
件直接制作；



广告：地贴
数量：15个

优势：广告位位于展馆主通道交界处，预计人流量40000人次

编号 规格 价格 备注

D19~34 200x200cm(预) 2000/个

现场广告位

其他说明：价格仅包含广告位制作及投放，组委会不提供设计服务，组委会将按照广告主文
件直接制作；



广告：会刊内页广告

其他说明：组委会为每位观众免费提供会刊，会刊将整合展会现场平面图、论坛日程表等、
展商简介等信息以提升会刊的可读性及保留价值。

编号 规格 发行量 价格 备注

N1 210*280mm 40000 2000/页

N2 210*140mm 40000 1000/页

其他广告

其他说明：价格仅包含广告位制作及投放，组委会不提供设计服务，组委会将按照广告主文
件直接制作；



广告：参展证广告
数量：1

尺寸标准：展会现场参展证证件广告，挂绳广告，证件广告为彩色铜版纸印刷广告，挂绳广
告为单色丝印。

其他说明：现场预计40000名观众将凭此证件进入展会现场及组委会举办的论坛、活动等。

编号 规格 价格 备注

N3 90*70mm 60000 分辨率不低于：300dpi

N4 10mm宽 30000 分辨率不低于：300dpi

注：红色区域为广告位，挂绳为单面

广告位

其他广告

其他说明：价格仅包含广告位制作及投放，组委会不提供设计服务，组委会将按照广告主文
件直接制作；



广告：手提袋广告
数量：40000个

其他说明：组委会为每位观众免费提供手提袋，同时，组委会寄出的所有特邀嘉宾证件、展会纪念
品、会刊、展位图、招展书，都会附带手提袋。

编号 规格 价格 备注

N5 根据实际情况略作调整 56840

广告位

注：红色区域为广告位

其他广告

其他说明：价格仅包含广告位制作及投放，组委会不提供设计服务，组委会将按照广告主文
件直接制作；



广告：官网首页主广告
数量：1个

其他说明：CMM官网首页广告，展前将通过智能制造网等行业媒体、网站推广官网链接，预计官
网总浏览量达10万人次。

编号 规格 价格 备注

N6 750*700像素 10000/P 展前3个月

3500/P 展后1个月

注：红色区域为广告位

其他广告

其他说明：价格仅包含广告位制作及投放，组委会不提供设计服务，组委会将按照广告主文
件直接制作；



广告：官网新闻中心广告发布
数量：1个

其他说明： CMM官网新闻中心，展前将通过智能制造网等行业媒体、网站推广官网链接，预计官
网总浏览量达10万人次。

编号 规格 价格 备注

N7 500字以内，图3张以内 1000元/篇 展会结束后删除

注：红色区域为广告位

其他广告

其他说明：价格仅包含广告投放，组委会不提供新闻编辑及设计服务，组委会将按照广告主
内容直接投放；



广告：官网预登记页面广告图置入
数量：1个

其他说明： CMM官网预登记页面，展前将通过智能制造网等行业媒体、网站推广官网链接，预计
官网总浏览量达10万人次。

编号 规格 价格 备注

N8 750*160像素 8000元/展期 展会结束后删除

注：红色区域为广告位

其他广告

其他说明：价格仅包含广告位制作及投放，组委会不提供设计服务，组委会将按照广告主文
件直接制作；



广告：公众号次条软文
数量：1篇

其他说明： CMM官网交通路线网页，展前将通过智能制造网等行业媒体、网站推广官网链接，预
计官网总浏览量达10万人次。

编号 规格 价格 备注

N10 次条推文 2000元/展期篇

其他广告

广告文章位

其他说明：价格仅包含广告投放，组委会不提供新闻编辑及设计服务，组委会将按照广告主
内容直接投放；



广告：公众号硬广
数量：1张

其他说明： CMM官方微信号拥有3万名粉丝，平均推文阅读量为500人次，刚刚将位于主推文的
内容中部，预计浏览量为500人次。

编号 规格 价格 备注

N11 硬广 800元/张/期

其他广告

广告图位置

其他说明：价格仅包含广告投放，组委会不提供新闻编辑及设计服务，组委会将按照广告主
内容直接投放；



企业提供设备用于自动线整体展示
数量：每个企业原则上不超过两个工位
标准：□智能仓储展示区 □测试自动化线展示区 □组装自动化线展示区 □包装自动化线展示区
价格：20000元/台（含电、气、接线等费用）
其他说明：需提供设备X、Y的尺寸，用电、气的明细，电气接口类型。
优势：作为展会最大的亮点，自动化线预估人流量为40000人次，同时展会现场媒体也会对此区域做
重点宣传及播报。

其他广告



展会期间采访
标准：在现场针对企业和产品已经对行业技术发展前景进行专访，剪辑独立成片，用于媒体报道，
视频文件，同时媒体平台发布。
价格：6000元/1~2min成片
其他说明：现场媒体主流推荐凤凰、腾讯、搜狐、新浪、头条、智能3C、中国智能制造网、中国工
控网、SMTChina、集微网、SMT行业技术头条、关注国产手机、手机报在线等。

优势：会在后期展会视频中置入部份采访镜头，在行业媒体上发布，（行业公众号、网站、媒体、
凤凰视频、腾讯视频、搜狐新闻、今日头条、SMTchina、电子制造得其道等）；成片交给企业，
企业可在其他宣传渠道使用；

现场图片位置示意图片

其他广告



更多展会详情扫描左方二维码！
please scan the QR code Left to get
more Exhibition information！

时间：2021年5月18-20日 地址：中国·东莞·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3号馆B\C\D区

主办单位：东莞惠智协展览有限公司

总 机：0752-5310397        

更多展会资讯：www.cmm86.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