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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就品牌  辐射全球

品牌展会  面向全球

历经十七届的长足发展，CAC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农化品牌展览会，并于2012年获

得了国际展览联盟UFI认证。该展览会是全球农化行业集新品展示、技术交流、贸易洽谈为

一体的最重要的贸易交流合作平台，是中国农化企业走向世界的窗口，以及全球农化人士一

年一度的行业聚会。展览会涵盖农药、肥料、种子、非农用药、生产包装设备、植保器械、

物流、咨询、实验室及配套服务等，展会面积7.2万平方米，拥有海内外20个国家和地区的

千余展商，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三万观众。展会同期的农化会议周呈现十余场专业会

议，吸引千余业内人士参与。

线上线下  整合营销

在传统的现场、纸媒、网络、电子营销方式基础上，主办方陆续发布CAC客户端、微

信订阅号、微官网等移动自媒体，推出了集展前、展中、展后全周期的线上线下、多种类、

全方位的整合宣传方案，是企业展示新产品、新技术，宣传、树立企业形象，从供应商中脱

颖而出的最佳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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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营销 

传统营销面临的问题

营销渠道单一

效果无法评估

平台无从选择
数据不够精准

缺乏专业指导

同类竞争加剧 

ntegrated MarketingI

强大的展会品牌， 大数据的精准应用，自由组合，达到1+1>2的效果！

展会宣传
Exhibition Exposure

全球顶级农化盛会，2,000家参展企业，

专业观众数量逾30,000人。

会议赞助
Conference Sponsor

近10场专业研讨会，面向10余

个国家和地区的千名参会代表。

精准数据营销
E-news

向CAC数据库中全球120多个

国家和地区的专业观众发送电

子邮件526,305封。

纸媒宣传
Print Media

会刊、日报、展前通讯、

观众导览、供应商指南等

高曝光度宣传方式。

移动互联网营销
Mobile Marketing

微信、APP双管齐下，与农药粉丝

随时随地掌上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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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下营销 

ffline MarketingO

友情赞助

现场广告

会议赞助

推荐供应商

观众礼品

开幕晚宴

纸媒

特别赞助

全场赞助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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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会全场赞助(独家)

展览会会刊封面广告（独有）

展馆观光电瓶车整体广告（独有）

展馆外移动式广告牌 3块，规格3m(w) x 4.5m(h) 

展馆主入口大型室外广告1块，规格8m(w) x 5m(h) 

展馆间连接长廊巨幅广告1块，规格5m(w)x3.5m(h)

展馆间连接长廊悬挂横幅2条，规格5m(w)x0.7m(h)

展览会观众导览封二彩色插页广告1页，规格120mm(w)x210mm(h)

展览会开幕晚宴入口处摆放企业宣传广告1块，规格2m(w)x2m(h)

标注企业名称的展览会开幕晚宴赞助花篮一个

邀请企业领导作为展览会开幕晚宴VIP嘉宾，并做3分钟致辞

一期《展前通讯》整版广告，规格285mm(w)x375mm(h)

CAC手机客户端滚动Banner广告1条

CAC手机客户端热门推荐板块定期推送企业形象、推荐产品及相关活动报道

2017年度CAC全球自办展览会会刊彩色插页广告1页

价格：300,000元

展览会特别赞助（仅限2家）

展览会会刊封二（或对封二，任选其一）彩色插页广告1页

展馆外双面广告牌 3块，规格2.5m(w) x 3.5m(h)

展馆主入口大型室外广告1块，规格8m(w) x 5m(h) 

展馆间连接长廊巨幅广告1块，规格5m(w)x3.5m(h)

展馆间连接长廊悬挂横幅2条，规格5m(w)x0.7m(h)

展览会观众导览封三（或对封三，任选其一）彩色插页广告1页，规格120mm(w)x210mm(h)

展览会开幕晚宴入口处摆放企业宣传广告1块，规格1m(w)x2m(h)

标注企业名称的展览会开幕晚宴赞助花篮一个

一期《展前通讯》半版广告（横版），规格285mm(w)x170mm(h)

价格：120,000元

展览会友情赞助（仅限10家）

展览会开幕晚宴入口处摆放企业宣传广告1块，规格1m(w)x2m(h)

展馆主入口室外广告(4mx4m)

展馆间连接长廊悬挂横幅2条，规格3.5m(w)x0.7m(h)

展览会会刊彩色插页广告1页（会刊正文前十页）

价格：50,000元

A01

A02

A03

线下营销 Offline Marketing

A类 增值包:
展览会官方网站，宣传企业LOGO，链接推广企业网址

农化在线首页，宣传企业LOGO，链接推广企业网址

农化在线，优先推荐企业产品

展览会展前电子通讯Banner广告，显示企业LOGO，链接推广企业网址

获得2017年度《CAC推荐供应商指南》彩色插页广告1页

参与CAC2017推荐供应商评选

获得CAC2017开幕晚宴入场券10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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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下营销 Offline Marketing

CAC及CAC全球自办展览会胸卡挂绳广告

数量：42,000条

规格：双面、彩色

价格：70,000元

附赠：展览会会刊彩色插页广告一页

投放：2017年CAC全球自办展览会

展览会观众邀请函广告

数量：60,000个

规格：彩色

价格：50,000元

附赠：展览会会刊彩色插页

广告一页

展览会水票票背广告

数量：25,000张

规格：100x70mm   彩色

价格：10,000元

展览会资料袋广告

数量：35,000个

规格：470x350mm  单面

价格：150, 000元

附赠：展览会会刊彩色插页广告一页 （封三）

投放：2017年CAC全球自办展览会

           

展览会胸卡背面广告

数量：35,000个

规格：单面、彩色

价格：100,000元

附赠：展览会会刊彩色插

页广告一页（对封三）

B04B03

B06

B01 B02

展览会矿泉水瓶贴广告

数量：45,000瓶

针对人群：展商及专业观众

价格：58,000元

附赠：展览会会刊彩色插页广告一页

B05

B类 增值包:
展馆间连接长廊悬挂横幅两条 5m(w) x 0.7m(h) 

展览会官方网站，宣传赞助企业LOGO，并链接企业网站

标注企业名称的展览会开幕晚宴赞助花篮一个

农化在线首页，宣传企业LOGO，链接企业网站

展览会展前电子通讯Banner 广告，显示企业LOGO，并链接企业网站

获得2017年度《CAC推荐供应商指南》彩色插页广告1页

参与CAC 2017 推荐供应商评选

获得CAC 2017 开幕晚宴入场券10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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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7 

线下营销 Offline Marketing

N1展馆外大型广告牌（面向2号观众入口厅，仅限3块）

规格：5m(w)×4.5m(h)

价格：40,000元/块

E7展馆外大型广告牌（面向3号观众入口厅）

规格：5m(w)×4.5m(h)

价格：30,000元/块

E7展馆连接长廊悬挂横幅（双面）

规格：3.5m(w)×0.7m(h)

价格：10,000元/块

电瓶车侯车棚两侧写真贴（双面）

规格：3m(w)×1m(h)

价格：10,000元/家/双面

站点顶部前后半圆广告（双面）

规格：1.8m(w)×1.3m(h)

价格：8,000元/家/双面

站点顶部左右侧面广告（双面）

规格：4m(w)×0.8m(h)

价格：8,000元/家/双面

展览会展馆间连接长廊巨幅广告

规格：5m(w)×3.5m(h)

价格：30,000元/块(N1－N5馆)

           20,000元/块(E7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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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1

C02

线下营销 Offline Marketing

CAC 2017 展会日报/SHOW DAILY

展会三天，每日一期，是最及时，覆盖面最广的CAC现场纸媒，面向

所有海内外展商和观众免费发放

CAC 2017 展前通讯

农化展最详尽的展会动态，展商名录，会议周日程及同期重要活动预览，展前邮寄到

展商、观众手中，一册在手，展前尽晓

数量：30,000本 

版位 尺寸 价格

整版跨页彩色（扉页） 572X375mm 18,000元/期

跨版 576X381 12,000元/期

全版 285X375 10,000元/期

半版 285X170 8,000元/期

1/3横 160X200 7,000元/期

1/3竖 200X160 7,000元/期

1/4版 120X170 6,000元/期

优质企业软文广告 6,000元/期

全版彩色广告(封底) 　 10,000元/期

版位 尺寸 价格

内页跨版 576X381 16,000元/3天

全版 285X375 12,000元/3天

半版 285X170 10,000元/3天

1/3横 160X200 7,000元/3天

1/3竖 200X160 7,000元/3天

1/4版 120X170 6,000元/3天

大客户软文广告 1p+索引 12,000/3天

优质企业软文广告 　 6,000/天

全版彩色广告(封底) 　 35,000元/3天

封面横幅广告 　 16,000元/3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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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4

C05

C03
会刊广告

CAC会刊是展览期间的参观指南，是观众在展览结束后寻找相关产品或企业最为准确 

的资料

数量：25,000本 

整版尺寸：210 mm (w) x 285 mm (H)

版面 尺寸mm 价格 (元/期)

展览会《会刊》封底广告 210×285 30,000

展览会《会刊》彩色插页广告 210×285 6,000

参观导览广告

展览期间观众必不可少的现场指南

数量：25,000本 

整版尺寸：120 mm (w) x 210 mm (H)

版面 尺寸mm 价格 (元/期)

展览会《参观导览》封底广告 120×210 30,000

展览会《参观导览》彩色插页广告 120×210 6,000

推荐供应商指南广告

CAC 全年海外展览会发放，近万名专业观众阅览，每年发行10000册以上

发行时间：每年4 月底

数量：10,000本 

整版尺寸：210 mm (w) x 285 mm (H)

价格：10,000 元/ 年

           18,000 元/ 两年

           25,000 元/ 三年

线下营销 Offline Marketing

C类 优惠包:
  
若同时预订C03和C04彩色插页广告，可享优惠价格10,000元

若预定C05广告三年档，可享受8折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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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会观众预登记页面广告

投放位置：CAC展会中英文官网观众预登记页面底部通栏广告

投放时间：开展前4个月起至展会结束

价格：30,000 元

展览会礼品赞助

投放位置：CAC展会预登记观众礼品，显示企业名称及Logo

获得CAC2017开幕晚宴入场券10张

价格：100,000 元

展览会开幕晚宴冠名

展馆外移动式广告牌 3块，规格3m(w) x 4.5m(h)

展览会会刊彩色插页广告1页

开幕晚宴冠名，晚宴现场背景板显示企业名称及LOGO（独有）

开幕晚宴入口处、醒目位置摆放企业宣传广告1块，规格3m (w) x2m (h)（独有）

邀请企业领导作为开幕晚宴VIP嘉宾，并做5分钟致辞

企业可在开幕晚宴现场发放带有企业LOGO的礼品及其他宣传品

开幕晚宴邀请函、节目单、酒标、餐垫及相关宣传品均标注企业名称及LOGO

标注企业名称的展览会开幕晚宴赞助花篮一个

展览会展前电子通讯Banner 广告，显示企业LOGO，并链接企业网站

一期《展前通讯》半版广告（横版），规格285mm (w) x170mm (h)

CAC手机客户端滚动Banner广告1条

CAC手机客户端热门推荐板块定期推送企业形象、推荐产品及相关活动报道

2017年度CAC全球自办展览会会刊彩色插页广告1页

CAC2017开幕晚宴入场券20张 

价格：150,000 元

D02

D03

D01

线下营销 Offline Marketing

D类 增值包:
  

展览会官方网站，宣传企业LOGO，链接推广企业网址

农化在线首页，宣传企业LOGO，链接推广企业网址

农化在线优先推荐企业产品

获得2017年度《CAC推荐供应商指南》彩色插页广告1页

参与CAC2017推荐供应商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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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赞助 企业推介

论文集广告

资料袋

广告

现场宣传

会议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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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中国国际农化会议周”顶级赞助 [独家 ]

会议周所有背景板显著位置标明赞助企业名称及 LOGO 

会议周企业可做推广宣传演讲

会议周现场指示牌标明赞助企业名称 

会议周论文集封底广告

会议周资料袋背面广告 

会议周通票代表证背面广告

会议周期间允许赞助企业发放公司礼品、宣传册 

参与 CAC2017推荐供应商评选

会议周通票名额5个 

开幕晚宴门票10张

2017年度《CAC推荐供应商指南》彩色插页广告 1页

价格：100,000 元

“第十一届中国农药工业发展国际论坛”赞助 [独家 ]-可预订

会议背景板显著位置标明赞助企业名称及 LOGO 

会议20分钟企业推广宣传演讲

会议现场引导指示牌标明赞助企业名称及LOGO 

会议论文集封面广告

会议代表证背面广告 

会议餐券背面广告

允许赞助企业发放公司礼品、宣传册 

参与 CAC2017推荐供应商评选

会议周通票名额2个 

开幕晚宴门票3张

2017年度《CAC推荐供应商指南》彩色插页广告 1页

价格：80,000 元 

E01  

E02  

中国国��易促�委�会化工行�分会
CCPIT Sub-Council of Chemical Industry

《世界��》��部
 Editorial Office of WORLD PESTICIDES

江�仁信化工有限公司
Trustchem Co., Ltd.

英国��Xenex �合公司
Xenex Associates

山�省��科学研究院
Director of Shandong Academy of Pesticide Sciences

���位/Co-organizers：

�助�位/Sponsor:

主��位/Organizer：

参会指南

www.agrochemshow.com�情�登�:

中国国��易促�委�会化工行�分会
CCPIT Sub-council of Chemical Industry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七区十六楼 ,100013

联系人：刘洋、 叶熙萌

电   话 ：010-64276847，64222845    

传   真 ：010-64217428，64225384

E-mail ：liuyang@agrochemshow.com；yxm@agrochemshow.com

CONFERENCE
 GUIDE

第九届中国��工��展国���
9  China International Forum on Development of Pesticide Industry

�    �：2015年3月10日            
T i m e :   10th Mar., 2015 

地    点：上海卓美�喜�拉雅酒店【蝶】�  
Venue：Jumeirah Himalayas Hotel Shanghai

中国国��易促�委�会化工行�分会
CCPIT Sub-Council of Chemical Industry

江�仁信化工有限公司
TRUSTCHEM CO.,LTD.

主办单位：

峰会顶级赞助：

2015中国国��用化学品高峰��
CAC 2015 Conference

代 表 证
DELEGATE

第二届�子�理技�国�研�会
2  Internat ional  Seminar on Seed Treatment Technology

会议代表 
DELEGATE

 主��位: 中国国��易促�委�会化工行�分会
 Organizer:  CCPIT Sub-Council of Chemical Industry (CCPIT CHEM)

 支持�位: 中化化工科学技�研究�院
 Supporter: 

中国�子�会�衣�分会
Seed Dressing Branch of China National Seed Association

 会�周���助: 江�仁信化工有限公司
 Top sponsor: Trustchem Co., Ltd.

��：2016年3月10日               地点：上海卓美�喜�拉雅酒店 

线下营销 Offline Marketing

“第九届世界农药科技与应用发展学术交流会”（福华交流会）赞助方案

会议背景板显著位置标明企业名称及LOGO

会议20分钟企业推广宣传演讲

会议现场引导指示牌标明企业名称及LOGO

会议论文集封面广告

会议代表证背面广告

会议餐券背面广告

允许赞助企业发放公司礼品、宣传册

参与 CAC2017推荐供应商评选

会议周通票名额2个

2017年度《 CAC推荐供应商指南》彩色插页广告 1页

冠名价格：80,000 元

E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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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中国国�生物防治技��展��
5  China International Forum on Development of Bio-Control Technology

会议代表 
DELEGATE

 主��位: 中国国��易促�委�会化工行�分会
 Organizer:  CCPIT Sub-Council of Chemical Industry (CCPIT CHEM)

 ���位: 生物��与生物防治���新技��略�盟
 Co-organizer: Bio-pesticide Alliance Industry for Innovation and Strategy

 支持�位: 英国��Xenex�合公司
 Supporter: Xenex Associates 

 会�周���助: 江�仁信化工有限公司
 Top sponsor: Trustchem Co., Ltd.

��：2016年3月10日               地点：上海新国�博�中心M42会�室 

“第七届中国国际非农用农药研讨会”赞助 [独家 ]-可预订

会议背景板显著位置标明赞助企业名称及 LOGO

会议20分钟企业推广宣传演讲

会议现场引导指示牌标明赞助企业名称及LOGO

会议论文集封面广告

会议代表证背面广告

会议餐券背面广告

允许赞助企业发放公司礼品、宣传册

会议周通票名额2个

2017年度《 CAC推荐供应商指南》彩色插页广告 1页

价格：40,000 元

“第六届中国国际生物防治技术发展论坛”赞助 [独家 ]-可预订

会议背景板显著位置标明赞助企业名称及 LOGO 

会议20分钟企业推广宣传演讲 

会议现场所有引导指示牌标明赞助企业名称及LOGO 

会议论文集封面广告

会议代表证背面广告 

会议餐券背面广告

允许赞助企业发放公司礼品、宣传册

会议周通票名额2个

2017年度《 CAC推荐供应商指南》彩色插页广告 1页

价格：40,000 元 

“2017 中国国际农化会议周”相关报告集彩色插页广告 -可预订

会议周期间，组委会将向参会人员发放报告集。报告集内含演讲者的

个人简历及报告内容等。报告集广告直观地展示企业形象，它以第一

视觉效果呈现在参会人员的面前。

广告规格：210mm(w)×285mm(h) 

价格：5,000元/页/报告集 

E04  

E05  

E07  

Trustchem Co., Ltd.峰会���助：主��位： 中国国��易促�委�会化工行�分会

9  China international Forum on Development of Pesticide Industry

第九届中国��工��展国���

�告集
Assembly Documents

第
九
届
中
国
�
�
工
�
�
展
国
�
�
�

�
告
集

会���：2015年3月10日

Date：10  Mar，2015

会�地点：上海卓美�喜�拉雅酒店

Venue: Jumeirah Himalayas Hotel Shanghai

A
s

s
r

m
b

ly
 D

o
c

u
m

e
n

ts

线下营销 Offline Marketing

E06  第三届种子处理技术国际研讨会-可预订

会议背景板显著位置标明赞助企业名称及 LOGO 

会议20分钟企业推广宣传演讲

会议现场引导指示牌标明赞助企业名称及LOGO 

会议论文集封面广告

会议代表证背面广告 

会议餐券背面广告

允许赞助企业发放公司礼品、宣传册 

会议周通票名额2个 

2017年度《 CAC推荐供应商指南》彩色插页广告 1页

价格：4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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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营销 Online Marketing
@

第三届中国（巴基斯坦）农用化学品峰会及展览会
3rd CAC Pakistan Summit
英文邮件2期
版位：顶栏广告
尺寸：800X120像素
价格：8,000元/2期

第十届中国（巴西）农用化学品展览会
10th Brazil AgrochemShow
英文邮件2期
版位：顶栏广告
尺寸：800X120像素
价格：8,000元/2期

第三届中国（非洲）农用化学品峰会及展览会
3rd CAC Africa Summit
英文邮件2期
版位：顶栏广告
尺寸：800X120像素
价格：8,000元/2期

第六届亚太农用化学品峰会及展览会
6th CAC Asia Summit
英文邮件2期
版位：顶栏广告
尺寸：800X120像素
价格：8,000元/2期

第四届中国（澳大利亚）农用化学品峰会及展览会
4th CAC Australia Summit
英文邮件2期
版位：顶栏广告
尺寸：800X120像素
价格：8,000元/2期

F01  

F02  

E-news电子营销  面向CAC全球数据库发送

CAC2017展前电子通讯（中英文邮件）

版面 尺寸（像素） 价格 (元)

顶栏广告 800X120 12,000

通栏广告 800X80 8,000

CAC2017展后回顾（中英文邮件）

版面 尺寸（像素） 价格 (元)

顶栏广告 800X120 12,000

通栏广告 800X80 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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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右侧Banner广告A－B

尺寸：190X100像素
价格：6,000元/4个月

首页农药板块右侧Banner广告A-E

尺寸：190X80像素
价格：4,000元/4个月

首页肥料板块右侧Banner广告A-E

尺寸：190X80像素
价格：4,000元/4个月

首页设备板块右侧Banner广告A-E

尺寸：190X80像素
价格：4,000元/4个月

F03

线上营销 Online Marketing
@

农化在线 官网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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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互联网营销
obile MarketingM

CAC APP广告

CAC 微官网广告

微信订阅号

版位 尺寸 价格

软文内嵌横幅广告 900×400像素 6,000元/3个月（仅1个）

M01

M02

M03

CAC APP

WeChat

版位 尺寸 价格

启动页面 640×1200像素 15,000元/3个月（仅1个）

首页广告 400×600像素 8,000元/3个月（仅2个）

内页广告 140×640像素 6,000元/3个月（仅3个）

版位 尺寸 价格

启动页面 640×1200像素 15,000元/3个月（仅1个）

首页广告 400×600像素 8,000元/3个月（仅2个）

内页广告 140×640像素 6,000元/3个月（仅3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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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联系人：                    电话：                                        

选择 赞助/广告内容 价格（人民币）

A01  □ 展览会全场赞助 300,000元

A02  □ 展览会特别赞助 120,000元

A03  □ 展览会友情赞助 50,000元

B01  □ 展览会资料袋广告 150,000元

B02  □ 展览会胸卡背面广告 100,000元

B03  □ 展览会观众邀请函广告 50,000元

B04  □ 展览会挂绳广告 70,000元

B05  □ 展览会矿泉水瓶贴广告 58,000元

B06  □ 展览会水票票背广告 10,000元

B07

 □ 展览会展馆间连接长廊巨幅广告 
30,000元/块(N1-N5)

20,000元/块(E7)
 □ 电瓶车侯车棚两侧写真贴 10,000元/家/双面

 □ 站点顶部前后半圆广告 8,000元/家/双面

 □ 站点顶部左右侧面广告 8,000元/家/双面

 □ N1展馆外大型广告牌（面向2号观众入口厅） 40,000元/块
 □ E7展馆外大型广告牌（面向3号观众入口厅） 30,000元/块
 □ E7展馆连接长廊悬挂横幅（双面） 10,000元/块

C01

展

会

日

报

 □ 内页跨版 16,000元/3天  □ 1/4版 6,000元/3天

 □ 全版 12,000元/3天  □ 大客户软文广告 12,000/3天

 □ 半版 10,000元/3天  □ 优质企业软文广告 6,000/天
 □ 1/3横 7,000元/3天  □ 全版彩色广告(封底) 35,000元/3天

 □ 1/3竖 7,000元/3天  □ 封面横幅广告 16,000元/3天

C02

展

会

通

讯

 □ 整版跨页彩色（扉页） 18,000元/期  □ 1/3竖 7,000元/期
 □ 跨版 12,000元/期  □ 1/4版 6,000元/期
 □ 全版 10,000元/期  □ 优质企业软文广告 6,000元/期
 □ 半版 8,000元/期  □ 全版彩色广告(封底) 10,000元/期
 □ 1/3横 7,000元/期

C03
 □ 展览会《会刊》封底广告 30,000元

 □ 展览会《会刊》彩色插页广告 6,000元

C04
 □ 展览会《参观导览》封底广告 30,000元

 □ 展览会《参观导览》彩色插页广告 6,000元

C05  □《CAC推荐供应商指南》广告 费用另计

D01  □ 展览会开幕晚宴冠名 150,000元

D02  □ 展览会观众预登记页面广告 30,000元

D03  □ 展览会礼品赞助 100,000元

E01  □“2017 中国国际农化会议周”顶级赞助 100,000元

E02  □“第十一届中国农药工业发展国际论坛”赞助 80,000元

E03  □“第九届世界农药科技与应用发展学术交流会”（福华交流会）赞助 80,000元

E04  □“第七届中国国际非农用农药研讨会”赞助 40,000元

E05  □“第六届中国国际生物防治技术发展论坛”赞助 40,000元

E06  □“第三届种子处理技术国际研讨会”赞助 40,000元

E07  □“2017 中国国际农化会议周”相关报告集彩色插页广告 5,000元/页

F01 CAC2017展前电子通讯（中英文邮件）
□ 顶栏广告 12,000元

CAC2017展后回顾（中英文邮件）
□ 顶栏广告 12,000元

□ 通栏广告 8,000元 □ 通栏广告 8,000元

F02

 □ 第十届中国（巴西）农用化学品展览会  英文邮件2期顶栏广告 8,000元

 □ 第三届中国（非洲）农用化学品峰会及展览会  英文邮件2期顶栏广告 8,000元

 □ 第四届中国（澳大利亚）农用化学品峰会及展览会  英文邮件2期顶栏广告 8,000元

 □ 第三届中国（巴基斯坦）农用化学品峰会及展览会  英文邮件2期顶栏广告 8,000元

 □ 第五届亚太农用化学品峰会及展览会  英文邮件2期顶栏广告 8,000元

F03

 □ “农化在线”官网广告  首页右侧Banner广告A－B 6,000元

 □ “农化在线”官网广告 首页农药板块右侧Banner广告A-E 4,000元

 □ “农化在线”官网广告 首页肥料板块右侧Banner广告A-E 4,000元

 □ “农化在线”官网广告 首页设备板块右侧Banner广告A-E 4,000元

M01
 □ 启动页面 15,000元/3个月（仅1个）

M02
□ 启动页面 15,000元/3个月（仅1个）

 □ 首页广告 8,000元/3个月（仅2个） □ 首页广告 8,000元/3个月（仅2个）

 □ 内页广告 6,000元/3个月（仅3个） □ 内页广告 6,000元/3个月（仅3个）

M03  □ 软文内嵌横幅广告 6,000元/3个月（仅1个）

请在“□”内划“√”选择，加盖公章后传真至010-64219324  回 执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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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化工行业分会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七区十六楼    邮编：100013

电话：0086-10-64283092, 64285314

传真：0086-10-64219324, 64225384

网址：www.cacshow.com; www.agrochemshow.com     

邮箱：machen@ccpitchem.org.cn

展会 Exhibition | 会议 Conference | 纸媒 Print Media | 农化在线 Ag Online | 客户端 App | 微信 Wechat | 邮件 E-New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