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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食品加工及包装商情》

如何在 FIC & Propak China 2021上
脱颖而出？

整合式媒体平台 -获得更多销售资源

平面&电子杂志 展会直播 视频营销

网站展会额外派发 展会电子快讯 APP

社交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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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杂志将在重大展会现场派发，促使买家在展会中主动拜访您。

印刷版
49,800

1.您的广告将准确曝光至105m650位业内专业读者，助您吸引更多买家的视线 。

电子杂志: 
(1)它是完全交互式的 – 所有页面上网站、电子邮件、视频都是即时链接，直接导向您的相关页面，提升曝光率
(2)它可以分享给任何人: 因为不受设备及时间的限制(甚至可以离线查看)、更易于直接发送给行业决策者
(3) 读者能直接在电子版杂志点击链结，并立即产生销售线索，开发您的客户
(4) 电子杂志多平台曝光:荣格工业资源网、荣格工业资源APP、Magzter(杂志达人)(适用IOS，安卓移动设备）平
台发布的电子杂志曝光机会；更有微信等社交媒体的推广渠道。

3.您的印刷版杂志广告不需要额外支付其他费用，即可享有电子杂志所有好处→

iOS Android
免费下载电子杂志

点击下载荣格工
业资源应用程序

月号 广告截止日 日期 额外派发展会/荣格活动

3月 1月20日
3月4-6日

第二十七届中国国际包装工业展览会
The 27th China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on Packaging Machinery 
& Materials

广州
Guangzhou

3月16-18日 第二十四届中国国际食品添加剂和配料展览会
Food Ingredients China 2021 (FIC 2021)

上海
Shanghai

6月 5月10日

6月23-25日 亚洲食品配料中国展
Food Ingredients Asia China 2021(FIA)

上海
Shanghai

6月23-25日 2021上海国际加工包装展览会
ProPak China 2021

上海
Shanghai

6月23-26日 台北国际食品加工设备暨制药机械展
FoodTech & Pharmatech Taipei 2021

台湾
Taiwan

中文工业资源网
(industrysourcing.cn) 
月均浏览量： 939,944次
月均独立访客： 424,073人

电子版
55,850

微信粉丝量
1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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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食品加工及包装商情》推广优势：

《国际食品加工及包装商情》以持续优质的内容与读者保持紧密

联系，利用其高质量的数据库帮助您获取销售线索、与客户互动、

增加营收。

多媒体平台覆盖中国食品和饮料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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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每期展会电子快讯都将实时报导最新技术、展品，以及展会相关新闻。展会的每日实时播报（包括视频在内）也将在电子快讯中呈现。
2. 每期展会电子快讯将直达海内外专业买家， 并连结到 http://www.industrysourcing.cn/foodbeverage上的「FIC 2021  & Propak China展会报导」 专区。
3. 预订展会电子快讯广告位，广告将链接到您在荣格的在线产品展示页或您的网站。
4. 展会电子快讯上的广告可激增您网站的浏览量，将您的新产品呈现给更多买家。
5. 手机版电子快讯将有助移动设备用户阅读 。
6. 业务发展机会：荣格电子快讯点击报告将带给您更多业务发展机会。

展会电子快讯 -赞助 2021 展会电子快讯
在 FIC   & Propak China展前、展中及展后推广您的产品吸引更多食品和饮料及相关行业大中华买家

价格根据发送次数计价 *广告位置：随每期电子快讯标题及内容排版的不同，可能会引起广告位置的变化。

赞助 规 格 3次 RMB 备注

A 大横幅广告 • 728×90 像素 / GIF/JPG，最大50k，15秒动画 8,400 顶部与底部的大横幅广告均属于同一个
客户，并链接至相同页面

B 橱窗横幅广告 • 300×250 像素 / GIF/JPG，最大50k，15秒动画 8,400 至多4个

C 内置横幅广告 • 330×60 像素 / GIF/JPG，最大40k，15秒动画 5,700 至多2个

D 小横幅广告 • 120×60 像素 / GIF/JPG，最大40k，15秒动画 4,500 至多4个

E

文字广告
• 标题︰最多20个汉字字符(40个英文字符)
• 文字︰最多70个汉字字符(140个英文字符)
• 图片︰160x95 像素, jpg

3,900 至多4  
选项1︰链接至文章 • 标题+文字描述+图片+链接（至文章页）

选项2︰链接至视频 • 标题+文字描述+带有播放按钮的视频截图+链接（至视频页）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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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 日期 展会名称 地点
发送日期 选择目标

买家展前 展中 展后

食品与饮料 3月16-18日 第二十四届中国国际食品添加剂和配料展览会
Food Ingredients China 2021 (FIC 2021) 上海 3月9日 3月16日 3月25日 55,850

食品与饮料
&塑料 6月23-25日 2021上海国际加工包装展览会

ProPak China 2021 上海 6月16日 6月23日 6月30日 50,000

* 电子快讯发送计划日程保留更改权利。

2021
展会电
子快讯
行程表



www.industrysourcing.cn ｜ www.industrysourcing.com

《国际食品加工及包装商情》

方案A-
现场直播，开启展会营销新玩法
内容策略X现场直播X社交媒体营销

方案B –
活动拍摄及精剪
在年度重大展会后持续获得更多关注,延长品牌与产品曝光时间，加深
买家对您的印象！

视频营销解决方案

视频推广项目价格
中文或英文字幕 RMB 18,800

中英双语字幕 RMB 21,000

广告截止日期：展會前一個月, 立即预订！

展位采访及拍摄
( 专业摄影团队提供支持 )

5 分钟以内短视频
( 产品介绍 + 采访 )

图文直播
( 展会摊位照片 + 文字 )

时间 1.2021年3月16-18日(FIC)
2.2021年6月23-26日(Propak China)

名额 限量 8 家展商

合同截止时间 3月4日 &  6月1日

展示顺序 根据合同签署时间而定

专案价格 RMB 9,400

更多微信文章加值服务，请洽业务代表

为何选择展会直播 ?
√ 5 大平台整合曝光，提升展位人流量、产品曝光和问询
√ 5大平台包含网站+电子快讯+社交媒体+展会现场+视频平台

√ 通过直播快速了解产品，未到场的买家也可以促成进一步联系
√ 短视频形式更适合零碎时间观看，提升观看意愿
√ 原始视频可以提供给您，用于企业自有媒体宣传

• 视频内容作为推广素材持续利用（所有内容需客户提供）
• 服务内容: 专业团队拍摄+- 后期剪辑
• 呈现形式: 3-5分钟的视频
• 传播管道: 
1.网站文章及在线展示厅（限展示厅付费用户）、微信文章及行业群、视频
推广至相关行业电子快讯
2.视频原始档可提供给企业，用于企业自有媒体宣传

有质量目标
销售资源

自有媒体:

(您的网站、社交平台、电子报等等)

文章
Content

+
视频
Video

用内容营销建立信任感，为买方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如解决方案、案例研究、新技术和思想领导力，帮助他们做出正确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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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社交媒体(WeChat)助你接触更多潜在买家

微
信
平
台
特
点

微信文章

您现有的文章内容经过荣格专业编辑团队

的润色，以适应微信的格式发布于荣格工

业传媒或相关行业的公众号中，使您的营

销内容快速触达目标买家，我们将协助您

建立一个“行动呼吁”的模式，助您生成

真正的销售线索——不仅是在看和喜欢，

而是将目标买家转化为有效销售线索。

顶部文章

基本文章

微信横幅广告

您的横幅广告将被发布于荣格

相关行业公众号的顶部文章或

基本文章中，这将有助于协助

您建立品牌知名度，并进一步

“引发行动”：产生更多的销

售线索以及公众号粉丝。

您的横幅广告

社交媒体

1. 目标受众聚集: 社交媒体易分享特性，使您的产品或品牌推广达到最大化。

2. 粉丝持续成长: 截止到2020年9月，荣格各微信公众号的月均粉丝增长率为30%。

3. 线上线下互通: 来自各相关行业的展会、研讨会等信息可分享至微信分享，实现线

上线下互通营销。

4. 引导生成销售线索(不只是阅读) ：内容链接到注册页面等，引导进一步的行动。

5. 多平台推广：与其它公众号合作推广，助您的文章获得更高阅读量。

微信——与目标受众高效沟通
荣格拥有超过12个不同行业的微信公众号和超过20个行业微信群，涵盖了

各种不同行业类别。我们的目标是以适合手机端阅读的形式，传播前沿行业

新闻和技术，以此提高您与目标受众之间的沟通和互动，同时促进内容的再

传播和分享。

公众号 文章位置 价格(RMB)

荣格工业传媒
或

荣格行业微信号

顶部文章 4,050

基本文章 3,650

*文字和图片素材由客户自行提供

提供撰写服务(RMB)

300-500 字 3,850

500-1,000 字 5,500

*超过1,000 字，以5RMB/字计价
*提供翻译服务，翻译费用另计。英译中为3RMB/个英文单词。

价格（RMB/月）

4,200

平台: 可选择荣格旗下任意一个公众号进行发布（选择后，一

个月内不得更改）

须知:

1. 费用按月计价，每周 1 次曝光，一个月曝光 4 次；

2.横幅广告(640x270px，JPG/GIF格式)

3.横幅广告内容可包含二维码或链接,；

*升级为顶部横幅需额外加收10%(仅一家）

您的横幅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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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
刘奕伶(Maggie Liu)
+86 20 2885 5256
maggieliu@ringiertrade.com
--------------------------------
香港
欧阳玉燕(Octavia)
+852 9648 2561
octavia@ringier.com.hk
--------------------------------
台湾
赖舒芸(Sydney Lai)
+886 4 2329 7318
sydneylai@ringier.com.hk

微信订阅号:
荣格食品饮料

立即与我们联系取得优惠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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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网站 - 在展会网站上曝光横幅广告，为您树立品牌形象，带来更多销售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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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展会
首页

展会
列表页

D

更多营销策略

[关联页面营销 ]
您的横幅广告投放在多个页面，页面内容

与您的产品或技术息息相关，确保横幅广

告被业内目标客户所见，使投放更精准。

咨询您的销售代表获取更多信息

地区 姓名 电话/Email

中国 刘奕伶 +86 20 2885 5256
maggieliu@ringiertrade.com

香港 欧阳玉燕
Octavia

+852 9648 2561
octavia@ringier.com.hk

台湾 赖舒芸 +886 4 2329 7318
sydneylai@ringier.com.hk

▲在所有展
会列表页中
展示。

咨询您的荣格销售代表,获取更多优惠价格:

价格(人民币/月，这些价格是按照客户所定广告月数对应的“一个月”的价格)

广告版位 规格 数量 中文網站/
每月
(RMB)

英文網站
/每月
(RMB)

A.幻灯片广告 670x300px 最多3个 9,200 8,300

B大横幅广告 1200x170px 仅有1个 5,950 5,350

C.橱窗广告 195x135px 最多2个 5,950 5,350

D.小横幅广告 120x60px
最多7个/
行

2,400 2,150

广告版位 规格 数量
中文網站
/每月
(RMB)

英文網
站/每月
(RMB)

A.方幅广告 300x250px 最多4
个

4,650 4,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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