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字推广机会

扩大产品与服务的曝光率
通过数字平台增强品牌的认可性



01 LED屏幕广告— 馆内

覆盖展馆的各大入口及主要通道，LED屏幕将为观众提供展会便利信息，
方向指示。在这里以动态图片，动画或视频循环播放您的创意广告信息，
将使您在展会期间可以覆盖的观众最大化。

申请截止日期：请与主办单位联络

价格：
(a) 馆内 — 全馆覆盖15秒
(b) 馆内 — 全馆覆盖10秒
(c) 馆内 — 全馆覆盖 6秒
(d) 馆内 — 全馆覆盖 企业商标及展位号
(e) 馆内 — 西广场15秒 (钻石楼外立面) 
(f)  馆内 — 西登陆厅15秒
(g) 馆内 — 单块15秒（除西登陆厅)
(h) 馆内 — 南广场玻璃幕墙15秒
(i)  馆内 — 南平台护栏15秒

02 LED屏幕广告—户外

价格：
(a) 户外 — 北广场右侧15秒
(b) 户外 — 北广场左侧15秒
(c) 戶外 — 北广场左右侧 企业商标及展位号
(d) 户外 — 西广场左侧15秒
(e) 户外 — 西广场右侧15秒
(f) 户外 — 西广场扶梯两侧15秒
(g) 户外 — 西广场左右侧及扶梯两侧

企业商标及展位号

覆盖展馆的各大入口及主要通道，LED屏幕将为观众提供展会便利信息，
方向指示。在这里以动态图片，动画或视频循环播放您的创意广告信息，
将使您在展会期间可以覆盖的观众最大化。

申请截止日期：请与主办单位联络

人民币 100,000 元 / 块
人民币 60,000 元 / 块
人民币 30,000 元 / 个
人民币 80,000 元 / 块
人民币 60,000 元 / 块
人民币 80,000 元 / 2 块

人民币 30,000 元 / 个

人民币 200,000 元 / 组
人民币 150,000 元 / 组
人民币 80,000 元 / 组
人民币 30,000 元 / 个
人民币 50,000 元 / 块
人民币 60,000 元 / 组
人民币 15,000 元 / 块
人民币 65,000 元 / 块
人民币 35,000 元 / 块

*西登陆厅为红色LED1,2,3,4

全馆覆盖为红色LED 1至15和蓝色LED 1至11及

14至16

请联系我们:

法兰克福展览（香港）有限公司
联络人: 施妮娜小姐 / 赵清先生
香港电话: +852 2238 9908 / +852 2230 9203

国内电话: +86 21 6160 8428

传真: +852 2519 6800

电邮: digital@hongkong.messefrankfurt.com

数字推广 – 现场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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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推广 – 现场广告（续）

请联系我们:

法兰克福展览（香港）有限公司
联络人: 施妮娜小姐 / 赵清先生
香港电话: +852 2238 9908 / +852 2230 9203

国内电话: +86 21 6160 8428

传真: +852 2519 6800

电邮: digital@hongkong.messefrankfurt.com - 2 -

03 现场观众人工登记系统屏幕广告

展商广告将出现于现场观众登记系统界面上，让观众留下重要的第一印象。

名额：每登录区两家
广告位尺寸：512 x 250 px

申请截止日期：2021年9月30日

价格：

(a) 北登录区 人民币 25,000 元

(b) 西登录区 人民币 25,000 元

(c) 全馆 人民币 40,000 元

04 入场闸机屏幕广告 (新)

全馆共有65台入场闸机，所有访客必会经过入场闸机，广告全面曝光于人流最密集的入口，而且只接受一家广告，

有助高效宣传企业！

广告位尺寸 ：800 x 1,280 px

申请截止日期：2021年9月30日

价格：人民币 35,000 元

广告位 1 广告位 2

观众登记系统界面

mailto:digital@hongkong.messefrankfurt.com


数字推广 – 现场广告（续）

06 INFANITY 3D全息投影

最新的INFANITY 3D全息投影风扇，能让您的商标和产品更生动地展现。

通过定制可将您的商标和产品做成动画，风扇上灯条的高速旋转使广告
画看起来像浮在空中，实现了无屏展示。采用了180颗高质的全彩色
LED灯分布于四片扇叶上，使您的产品展示更加清晰生动！

我们特设不同尺寸的风扇以配合您的不同推广需求，直径达65厘米。我
们方案甚至可以通过组合6至28台65厘米的风扇，为您构建宽达3.8米的

立体动画。不要错过这个让观众印象深刻的展示机会！

申请截止日期：2021年9月30日

价格：
展位展示
(a) 基础版 — 1个商标
(b) 优越版 — 1个商标和2个产品
(c) 企业版 — 1个商标和3个产品
(d) 定制版

公众区 15秒 (由主办方最终决定)
(e) 1个商标及展位号 — 65厘米风扇
(f)   1个商标、1个产品及展位号 — 65厘米风扇
(g)  1个商标及展位号 — 3 x 3 模型
(h)  1个商标、1个产品及展位号 — 3 x 3 模型

人民币 11,000 元
人民币 65,000 元
人民币 108,000 元

请与主办单位联络

人民币 11,000 元
人民币 22,000 元
人民币 54,000 元
人民币 65,000 元

- 3 -

请联系我们:

法兰克福展览（香港）有限公司
联络人: 施妮娜小姐 / 赵清先生
香港电话: +852 2238 9908 / +852 2230 9203

国内电话: +86 21 6160 8428

传真: +852 2519 6800

电邮: digital@hongkong.messefrankfurt.com

05 现场观众自助登记站台屏幕广告 (新)

展商广告将出现于现场观众自助登记系统界面上，每登录区广告只接受一家展商，让观众留下重要的第一印象。

广告位尺寸 ：1080 x 384 px

申请截止日期：2021年9月30日

价格：

(a) 北登录区 人民币 25,000 元

(b) 西登录区 人民币 25,000 元

(c) 全馆 人民币 40,000 元

广告位

mailto:digital@hongkong.messefrankfurt.com


数字推广 – 现场广告（续）

请联系我们:

法兰克福展览（香港）有限公司
联络人: 施妮娜小姐 / 赵清先生
香港电话: +852 2238 9908 / +852 2230 9203

国内电话: +86 21 6160 8428

传真: +852 2519 6800

电邮: digital@hongkong.messefrankfurt.com - 4 -

07 触控屏视频广告服务包

现场除了在咨询台附近提供展商搜索触摸屏方便查询外，展会服务机器人可进行语音识别功能，与观众互动起来！

触控屏视频不仅会在各展馆现场展商搜索处循环播放（每日播放至少30次），视频亦会在展会网站该展商的展商搜
索平台展示。

申请截止日期：请与主办单位联络

价格：

(a) 展商搜索屏视频 30秒 人民币 10,000 元 / 展期

(b) 展会服务机器人视频 30秒 (由主办方最终决定) 人民币 10,000 元 / 展期

08 360° 全景展位

想让您的展位不仅仅吸引展会观众？ 360°全景可以让您的展位在线上数字平台展示。 360°全景使世界各地的
潜在客户在任何时间来访问您。让您的全景展位在您的网站上全年展示吧！

申请截止日期：请与主办单位联络

价格：

(a)    基础版 (含单个场景)

(a-1) 额外场景

(a-2) 图文注释

人民币 1,000 元

人民币 1,000 元 / 个

人民币 100 元 / 个

mailto:digital@hongkong.messefrankfurt.com


数字推广 – 手机广告

请联系我们:

法兰克福展览（香港）有限公司
联络人: 施妮娜小姐 / 赵清先生
香港电话: +852 2238 9908 / +852 2230 9203

国内电话: +86 21 6160 8428

传真: +852 2519 6800

电邮: digital@hongkong.messefrankfurt.com - 5 -

09 微信观众服务平台广告横幅

法兰克福展览观众服务平台(WeChat ID: mf-visitor)，

为中国和全球各地观众提供服务，包括提供最新展会资
讯、预登记、人工客服等，目前已有超过16万的业内

人士。在展会前直至展后两个月集中曝光，精准定位使
用微信的观众群体，助您成为展会的焦点。(最多循环
旋转5次)

申请截止日期：2021年10月29日

价格：
(a) 我的账户观众登陆页面

400 x 100 px 人民币 10,000 元
(b) 登记确认页面

300 x 75 px 人民币 8,000 元

(a) 我的账户观众登陆页面 (b) 登记确认页面

10 智能手机应用程式横幅

横幅位置 价格 （人民币）

(a) 主页 11,000

(b) 展商搜索 10,000

(c) 展馆平面图 9,000

(d) 同期活动 9,000

(e) 书签 9,000

与时并进的展会智能手机应用程式，让观众可轻松掌握展会信息，包括
展馆平面图、展商名单及同期活动资讯等，即使离线时亦可浏览，并为
展商提供了卓越的广告载体，大大提高参展效益。

申请截止日期：2021年10月29日

11 微信观众服务平台文字推送

展会前期，两至三个文字提示信息会透过微信观众服务平台(WeChat 

ID: mf-visitor)推送到观众的移动装置，展商可加插文字广告发送给目
标观众。

申请截止日期：请与主办单位联络

价格：

人民币 20,000 元 / 产品类别

4:1

4:1

mailto:digital@hongkong.messefrankfurt.com


数字推广 – 手机广告（续）

请联系我们:

法兰克福展览（香港）有限公司
联络人: 施妮娜小姐 / 赵清先生
香港电话: +852 2238 9908 / +852 2230 9203

国内电话: +86 21 6160 8428

传真: +852 2519 6800

电邮: digital@hongkong.messefrankfurt.com

让观众在享受全馆无线网络的服务时记住您！观众在连
接全馆无线网时可看到您的广告信息，加深观众的品牌
印象，增加公司的展位流量。

申请截止日期：请与主办单位联络

13 WIFI 广告

价格：

请与主办单位联络

- 6 -

12 微信朋友圈广告

开展期间让位于上海的买家在微信朋友圈见到您！
微信朋友圈推广，拉近您与观众的距离，并向专业观众精准
传递您的商业信息！

申请截止日期：请与主办单位联络

价格：人民币 10,000 元

外层图 内层图

mailto:digital@hongkong.messefrankfurt.com


展览会网站“参展商及产品种类”搜索功能附加服务:

Automechanika Shanghai 2021 展览会网站 www.automechanika-shanghai.com.cn 升级媒体组合中的附加服务能使您在
芸芸企业中优先于竞争对手脱颖而出。通过附加服务可以更高效地使用展会网站上的“参展商及产品种类”搜索功能，令您
的企业全年无休与无数专业观众保持深度交流。

15 搜索附加服务

通过以下附加服务，观众将立即找到您的企业信息，为您充分利用有限的广告空间，增加企业的曝光率！

企业信息将被置于搜索结果
的顶端
(仅限已参展企业使用)

5 个广告位，限量供应
(每次出现1个搜索结果，企业轮

换显示)

人民币 4,000

(a) 搜索结果中置顶

数字推广 – 线上广告

您在展上搜索中的展商介绍

请联系我们:

法兰克福展览（香港）有限公司
联络人: 施妮娜小姐 / 赵清先生
香港电话: +852 2238 9908 / +852 2230 9203

国内电话: +86 21 6160 8428

传真: +852 2519 6800

电邮: digital@hongkong.messefrankfurt.com - 7 -

最大化
您的展商搜索效果

14 展会电子期刊

展商标志（彩色）刊登于特选电子期刊上（包含贵司网站链接），并将于开展前电邮至约200,000名全球专业观众。

申请截止日期：请与主办单位联络

价格：人民币 10,000 元 / 期

http://www.automechanika-shanghai.com.cn/
mailto:digital@hongkong.messefrankfurt.com


15 搜索附加服务

通过以下附加服务，观众将立即找到您的企业信息，为您充分利用有限的广告空间，增加企业的曝光率！

(b) 产品类别搜索结果中置顶 (c) 网页头条

企业信息将出现在展会网站
首面

信息和产品（可链接至您的
展商档案）将出现在显眼位置

25个广告位，限量供应
(每次出现5个网页头条，广告内容

轮换展示)

人民币 5,000

输入附加关键字，观众能更快
地查找到您的公司

在全文搜索中也会包含
关键字

人民币 120 / 关键字

公司信息将出现在按产品类
别搜索结果的顶端

3 个广告位，限量供应
(每次出现1个搜索结果，企业

轮换显示)

人民币 2,000

(d) 关键字

数字推广 – 线上广告（续）

请联系我们:

法兰克福展览（香港）有限公司
联络人: 施妮娜小姐 / 赵清先生
香港电话: +852 2238 9908 / +852 2230 9203

国内电话: +86 21 6160 8428

传真: +852 2519 6800

电邮: digital@hongkong.messefrankfurt.com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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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信息附加服务

通过附加文字和图片，加强品牌展示，为您的企业获取更多展示机会！

(a) 视频 (b) 产品简介

在展会网站的“展商搜索”
中放置您的企业视频

支持所有主要视频格式，视
频比例16:9或4:3。视频长度
不超过5分钟
（超长视频需特别申请）

人民币 800

通过附加产品信息展示强化公
司形象，吸引更多
潜在客户的点击查看

展示亮点和新产品

包含1幅图片和中英双语的产
品信息（每种2,500字）及1个

关键字

人民币 500

数字推广 – 线上广告（续）

(c) 文件下载

附加产品目录或公司刊物的
pdf 文档于企业信息

访客可下载文件

人民币 1,000

请联系我们:

法兰克福展览（香港）有限公司
联络人: 施妮娜小姐 / 赵清先生
香港电话: +852 2238 9908 / +852 2230 9203

国内电话: +86 21 6160 8428

传真: +852 2519 6800

电邮: digital@hongkong.messefrankfurt.com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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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链接附加服务

设置网站链接，观众可直接访问您的公司主页及其互联网平台，展示您的产品信息!

(a) 商店链接 (b) 社交媒体链接

链接到企业网上商店

每个展商仅限1个链接

人民币 500 / 条

添加社交媒体链接：Xing、

LinkedIn、YouTube、

Facebook、Twitter、微博、

Pinterest、 Instagram、微

信

每个社交媒体界面仅限
1个链接

最多可设置10个社交媒体

人民币 500 / 条

数字推广 – 线上广告（续）

请联系我们:

法兰克福展览（香港）有限公司
联络人: 施妮娜小姐 / 赵清先生
香港电话: +852 2238 9908 / +852 2230 9203

国内电话: +86 21 6160 8428

传真: +852 2519 6800

电邮: digital@hongkong.messefrankfurt.com - 10 -

mailto:digital@hongkong.messefrankfurt.com


18 展会网站广告横幅

02 智能手机应用程式

Automechanika Shanghai 2021 展览会网站 www.automechanika-shanghai.com.cn 在展期之前后展示企业参展的广告
横幅，曝光于展会的焦点中心，享受无限的渠道覆盖，精准定位展会内专业买家，招徕客户。

申请截止日期：2021年10月29日

横幅位置 尺寸
宽 × 高

价格
（人民币）

主页

横幅大约在页面高度的30%或
60%处
(循环旋转5次)

(a) 3:1 1,140 × 380 px 8,000

(b) 4:1 1,140 × 285 px 7,500

(c) 6:1 1,140 × 190 px 7,000

参展商及产品种类界面

标题下或第七个企业信息后
(循环旋转5次)

(d) 10:1 1,140 × 114 px 10,500

请联系我们:

法兰克福展览（香港）有限公司
联络人: 施妮娜小姐 / 赵清先生
香港电话: +852 2238 9908 / +852 2230 9203

国内电话: +86 21 6160 8428

传真: +852 2519 6800

电邮: digital@hongkong.messefrankfurt.com

数字推广 – 线上广告（续）

-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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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国际汽车零配件、维修检测诊断设备及服务用品展览会

2021年11月24至27日

中国 •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请回传

联络人: 施妮娜小姐 / 赵清先生 

香港电话:

国内电话: +86 21 6160 8428

电邮: digital@hongkong.messefrankfurt.com

传真: +852 2519 6800 

数量 编号 单价（人民币）

01(a) 200,000 / 组

01(b) 150,000 / 组

01(c) 80,000 / 组

01(d) 30,000 / 个

01(e) 50,000 / 块

01(f) 60,000 / 组

01(g) 15,000 / 块

01(h) 65,000 / 块

01(i) 35,000 / 块

02(a) 100,000 / 块

02(b) 60,000 / 块

02(c) 30,000 / 个

02(d) 80,000 / 块

02(e) 60,000 / 块

02(f) 80,000 / 2 块

02(g) 30,000 / 个

03(a) 25,000 

03(b) 25,000 

03(c) 40,000 

04 35,000 

05(a) 25,000 

05(b) 25,000 

05(c) 40,000 

06(a) 11,000

06(b) 65,000

06(c) 108,000

06(d) 请与主办单位联络

06(e) 11,000

06(f) 22,000

06(g) 54,000

06(h) 65,000

07(a) 10,000 / 展期

07(b) 10,000 / 展期

08(a) 1,000 

08(a-1) 1,000

08(a-2) 100

09(a) 10,000

09(b) 8,000

10(a) 11,000

10(b) 10,000

10(c) 9,000

10(d) 9,000

10(e) 9,000

公司名称: 签名:   展位号码: 日期:

南广场玻璃幕墙15秒

LED屏幕广告 — 馆内 

南平台护栏15秒

全馆覆盖 企业商标及展位号

西广场扶梯两侧15秒

北广场左右侧 企业商标及展位号

数字推广 (截止日期: 请参阅数字推广方案）

项目

法兰克福展览（香港）有限公司

 +852 2238 9908 / +852 2230 9203 2021 申请表

全馆覆盖15秒

主页

额外场景
360° 全景展位

全馆覆盖 6秒

西登陆厅15秒

智能手机应用程式横幅

展商搜索

展馆平面图

同期活动

书签

基础版 (含单个场景)

图文注释

数字推广

展商搜索屏视频 30秒

全馆覆盖10秒                 

北广场右侧15秒

西广场15秒        

单块15秒（除西登陆厅）

LED屏幕广告 — 户外

北广场左侧15秒

西广场左侧15秒

西广场右侧15秒

北登录区

基础版 —  1个商标

西广场左右侧及扶梯两侧 企业商标及展位号

触控屏视频广告服务包
展会服务机器人视频 30秒

现场观众自助登记站台屏幕广告 

北登录区

西登录区

全馆                                  

现场观众人工登记系统屏幕广告 西登录区

全馆                                  

入场闸机屏幕广告

1个商标、1个产品及展位号 — 3 x 3 模型

企业版 —  1个商标和2个产品

定制版

我的账户观众登陆页面
微信观众服务平台广告横幅

登记确认页面

INFANITY 3D 全息投影
1个商标及展位号 — 65厘米风扇

1个商标、1个产品及展位号 — 65厘米风扇

1个商标及展位号 — 3 x 3 模型

优越版 —  1个商标和1个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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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国际汽车零配件、维修检测诊断设备及服务用品展览会

2021年11月24至27日

中国 •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请回传

联络人: 施妮娜小姐 / 赵清先生 

香港电话:

国内电话: +86 21 6160 8428

电邮: digital@hongkong.messefrankfurt.com

传真: +852 2519 6800 

法兰克福展览（香港）有限公司

 +852 2238 9908 / +852 2230 9203 2021 申请表
数字推广

数量 编号 单价（人民币）

11 20,000

12 10,000

13 请与主办单位联络

14 10,000  / 期

15(a) 4,000

15(b) 2,000

15(c) 5,000

15(d) 120 / 关键字

16(a) 800

16(b) 500

16(c) 1,000

17(a) 500 / 条

17(b) 500 / 条

18(a) 8,000

18(b) 7,500

18(c) 7,000

18(d) 10,500

总计:

条款声明:

开户行： 中国银行上海市南京西路第三支行

地址： 上海市南京西路1377号

账号： 437759235044

户口名称： 法兰克福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我们同意 Automechanika Shanghai 2021  “数字推广申请表”之条款声明，并在以下签名:

公司名称: 联络人:

电邮: 电话: (              ) 传真: (             )

签名:                     展位号码: 日期:

14) 所有银行手续费将由参展商/广告商承担。

15) 对于产品赞助（如有），赞助人应当承担运输展品往展览场地的责任和费用。赞助人必须取得主办单位批准，作出仓储安排。此外，所有客户需遵从主办单位的“展览会通用条款

16) 如有任何争议, 主办单位拥有最终的裁判权。

17) 现场广告图片只供参考并由国家会展中心（上海）提供，一切以实物为准。

18) 以上条款均以英文版本为准。

   及细则”， 所有参展机构均受该条款约束 (该条款声明已列明于www.hk.messefrankfurt.com/hongkong/zh/general-terms-and-conditions.html)。在签署申请表格后，客户同意遵守

   “展览会通用条款及细则”及本申请表格上列出的条款。

1) 广告位置是以“先到先得”原则安排，以客户提交签字盖章之申请表为正式依据。

2) 主办单位有权拒绝广告申请。

3) 客户不得将广告用于宣传任何被视为主办单位及其展会的竞争者的内容。

4) 客户需要按主办单位提供的设计规格及其规定之截稿日期，提供广告制作文档，否则主办单位不承诺其广告被正常发布。所有提供的公司标志及材料须经主办单位批准后方可使用。

5) 主办单位对广告内容中的错误、遗漏、损坏及有关错失将不负任何责任。

6) 主办单位有权对广告设计的尺寸、形状及颜色做细微调整，除非客户正式通知主办单位指定色号。

7) 截至期限后下单的广告申请另收取50%的加急费，且主办单位有权拒收下单申请。

8) 客户原因更换已经制作完成的广告/ 更改广告所在位置 将视为重新执行，该制作费用为原本制作费的1.5倍, 且主办单位有权拒绝更换/ 移位广告之要求。

9) 所有现场广告的位置以现场最终摆放位置为准，主办单位有权在一定范围内按照实际安排对广告位置做出调整。

10) 在广告制作文档没有及时到达而导致广告未能刊登的情况下，已缴交的广告费将不获退回。

11) 一旦提交广告申请，客户将不可取消广告。客户需要承担所有广告费用。

12) 全部款项需按照付款通知要求的日期，于展前付清。若客户未能按要求及时付款，主办单位有权不提供相应广告服务。

13) 全部款项需与本表格一并递上至主办单位法兰克福展览(上海)有限公司。受款户口为：

参展商及产品种类界面10:1

主页6:1

主页3:1

展会网站广告横幅 主页4:1

视频 

搜索附加服务

关键字 

WIFI广告

数字推广 (截止日期: 请参阅数字推广方案）

项目

链接附加服务

微信朋友圈广告

社交媒体链接

商店链接 

搜索结果中置顶 

产品类别搜索结果中置顶 

网页头条 

产品简介信息附加服务

文件下载

微信观众服务平台文字推送

展会电子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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