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新⾹港-国际⼈才嘉年华 
Innovating Hong Kong - Global Talent Carnival 2018

香港及⼤大湾区创科⼈人物、优秀企业及创新⼈人才博览会  
4/28/18-4/29/2018 香港国际亚洲博览馆

赞助及⼴广告⽅方案 

详情请联络： 
联系⼈人：章⼩小姐 
电话：+852 3956 9403    传真：+852 3563 7982  
邮箱：selenezhang@hkcareerexpo.com �1



InnovatingHK
28.4-29.4.2017

(A) 赞助⽅案 Sponsorship

A01 VIP休息室 VIP Lounge
展会期间为特邀嘉宾提供的休息区，免费提供茶点、饮料
及上⽹服务。
• 赞助商名称和/或标志将出现在现场指⽰牌中
• VIP Lounge内放置赞助商简介
• 赞助商将获得VIP Lounge通⾏证4张
名额：2
赞助费⽤：⼈民币80,000/赞助商
申请截⽌⽇期：2018年4⽉13⽇

A02 新闻中⼼ Media Center
展会期间为媒体提供的休息及⼯作区，免费提供上⽹服务。
• 赞助商名称和/或标志将出现在相关邀请函和现场指⽰牌中
• 新闻中⼼内放置赞助商简介
名额：独家赞助
赞助费⽤：⼈民币80,000元
申请截⽌⽇期：2018年4⽉13⽇

A03 商业中⼼ Business Center
展会期间为学⽣提供的作业区，免费提供上⽹及打印服务。
• 赞助商名称和/或标志将出现在现场指⽰牌中
• 新闻中⼼内放置赞助商简介
名额：独家赞助
赞助费⽤：⼈民币80,000元
申请截⽌⽇期：2018年4⽉13⽇

详情请联络： 
联系⼈人：章⼩小姐 
电话：+852 3956 9403    传真：+852 3563 7982  
邮箱：selenezhang@hkcareerexpo.com �2



InnovatingHK
28.4-29.4.2017

(A)赞助⽅案 Sponsorship

A04 充电区 Mobile Charger
展会期间在馆内为观众及展商提供免费充电服务的专区
• 赞助商名称/或标志将出现在区域和指⽰牌中
• 参展商⼴告在区域内的具体位置由主办⽅作最终决定

赞助费⽤：⼈民币50,000元/区
申请截⽌⽇期：2018年4⽉13⽇

A05 同期活动
展会期间，主办⽅将举办各项前瞻与实效并重的同期活动，
为业内各阶层⼈⼠提供全⽅位信息交流及学习的机会。
• 45分钟赞助商主题演讲/策划主题时间
• 赞助商名称/或标志将出现在所有现场相关活动宣传品和
指⽰牌中
• 在相关活动举办时放置赞助商简介
• 由司仪致赞助答谢词

主办单位有权制定赞助商于特定同期活动中进⾏演讲及展⽰

名额：多个
赞助费：⼈民币100,000/场
申请截⽌⽇期：2018年4⽉13⽇

详情请联络： 
联系⼈人：章⼩小姐 
电话：+852 3956 9403    传真：+852 3563 7982  
邮箱：selenezhang@hkcareerexpo.com �3



InnovatingHK
28.4-29.4.2017

(A)赞助⽅案 Sponsorship

A06 观众⼊场证⼴告
所有观众需登记并获取观众⼊场证进⼊场馆参观。
• 赞助商标志将出现在观众⼊场证其中⼀⾯的正上⽅
• 设计⽅案需经过主办单位最终审核
• 赞助费包含制作费

名额：2
赞助费： ⼈民币130,000/赞助商
申请截⽌⽇期：2018年4⽉7⽇

A07 观众⼊场挂绳
观众⼊场证挂绳将于展会⼊⼜登记处免费派发。
• 两个赞助商标志及展会标志(单⾊印刷)将同时印制在挂
绳的其中⼀⾯
• 设计⽅案需经过主办单位最终审核
• 赞助费包含制作费
名额：2
赞助费： ⼈民币130,000/赞助商
（或需按标志实际印刷⾊彩追加费⽤）
申请截⽌⽇期：2018年4⽉7⽇

详情请联络： 
联系⼈人：章⼩小姐 
电话：+852 3956 9403    传真：+852 3563 7982  
邮箱：selenezhang@hkcareerexpo.com �4



InnovatingHK
28.4-29.4.2017

(A) 赞助⽅案 Sponsorship

A08 展会背袋
展会背袋将于⼊⼜登记处免费向观众派发。

• 赞助商标志和/或⼴告(四⾊印刷)将出现在提袋的其中⼀
⾯，另⼀⾯为展会标志或⼴告
• 设计⽅案需经过主办单位最终审核
• 赞助费包含制作费

名额：2
赞助费： ⼈民币130,000/赞助商
申请截⽌⽇期：2018年4⽉13⽇

A09 展会官⽅⽤笔
展会官⽅⽤笔将⽤于观众登记处、展会官⽅活动及同期活动。

• 赞助商标志(单⾊印刷)将与展会标志同时印制在官⽅⽤笔上
• 设计⽅案需经过主办单位最终审核
• 赞助费包含制作费

名额：独家赞助
赞助费： ⼈民币25,000/2000只笔
申请截⽌⽇期：2018年4⽉13⽇

详情请联络： 
联系⼈人：章⼩小姐 
电话：+852 3956 9403    传真：+852 3563 7982  
邮箱：selenezhang@hkcareerexpo.com �5



InnovatingHK
28.4-29.4.2017

(A) 赞助⽅案 Sponsorship

A10 纪念品
展会官⽅⽤笔将⽤于观众登记处、展会官⽅活动及同期活动。

• 赞助商标志(单⾊印刷)将与展会标志同时印制在纪念品上/
• 或赞助商提供已有纪念品
• 设计⽅案需经过主办单位最终审核
• 赞助费包含制作费

名额：4
赞助费： ⼈民币120,000/赞助商
申请截⽌⽇期：2018年4⽉7⽇

A11 现场观众登记系统界⾯⼴告
展会标志和/或⼴告将出现于现场观众登记系统的界⾯上，
让观众留下重要的第⼀印象。

实际尺⼨： 40mmH * 280mmW
名额： 2
赞助费：⼈民币100,000/赞助商
申请截⽌⽇期：2018年4⽉13⽇

A12 展馆平⾯图（公司标志）
赞助商标志将印于3⽶x2⽶的展馆平⾯图上，表⽰出展台位置，
吸引观众
＊赞助商标志仅印于展台未出的展馆内平⾯图上

名额： 6
赞助费：⼈民币10,000/赞助商
申请截⽌⽇期：2018年4⽉13⽇

详情请联络： 
联系⼈人：章⼩小姐 
电话：+852 3956 9403    传真：+852 3563 7982  
邮箱：selenezhang@hkcareerexpo.com �6



A13 现场推⼴
展商资料或纪念品将于展会指定地点由⼤会⼯作⼈员派发予观众。

• 公司资料或纪念品由赞助商提供
• 所派发之资料或纪念品需经过主办单位最终审核
• 赞助费包含现场⼯作⼈员

名额： 4
赞助费：⼈民币100,000/赞助商
申请截⽌⽇期：2018年4⽉13⽇ 

详情请联络： 
联系⼈人：章⼩小姐 
电话：+852 3956 9403    传真：+852 3563 7982  
邮箱：selenezhang@hkcareerexpo.com �7



InnovatingHK
28.4-29.4.2017

(B) ⼴告⽅案(印刷品)

B01 VIP邀请卡
邀请卡将于开展前派送⾄约5,000名专业观众。

形式： 展商公司名称印制于VIP邀请卡的单⾯
实际尺⼨： 180mmH * 130mmW
名额： 2
价格：⼈民币100,000/赞助商
申请截⽌⽇期：2018年4⽉13⽇

B02 展会快讯
展会快讯将让观众掌握展会最新信息，陈列于展馆⼊⼜处及
专区（VIP休息室及新闻中⼼等）。

實際尺⼨：380mmH * 233mmW
版⾯：內⾴(位置隨機)，彩⾊
申請截⽌⽇期：2018年4⽉13⽇

編號 項⽬ 價格（⼈民幣）

a 整版 20,000

b 半版﹣橫版 15,000

c 1/4版﹣橫版 10,000

d 1/4版﹣豎版 10,000

详情请联络： 
联系⼈人：章⼩小姐 
电话：+852 3956 9403    传真：+852 3563 7982  
邮箱：selenezhang@hkcareerexpo.com �8



InnovatingHK
28.4-29.4.2017

(B) ⼴告⽅案(印刷品)

B03场刊
场刊将于展会期间在⼊⼜登记处免费派发，是观众参观展会
最⽅便的参考资料，参展商可通过在场刊上刊登⼴告，提⾼
企业现场⼈流量及知名度。 

实际尺⼨：260mmH * 165mmW
版⾯：整版，彩⾊
申请截⽌⽇期：2018年4⽉13⽇

B04 单页材料
放置于现场免费发放给参会者的背包中。

實際尺⼨：380mmH * 260mmW
版⾯：內⾴(位置隨機)，彩⾊
申請截⽌⽇期：2018年4⽉13⽇

編號 項⽬ 價格（⼈民幣）

a 封⾯內⾴ 33,000

b 彩⼀（封⾯內⾴之對⾴） 33,000

c 封底內⾴ 28,000

d 封底內⾴之對⾴ 28,000

e ⽬錄對⾴ 20,000

f 內⾴（位置隨機） 18,000

編號 項⽬ 價格（⼈民幣）

a 整版 20,000

b 半版﹣橫版 15,000

c 1/4版﹣橫版 10,000

d 1/4版﹣豎版 10,000

详情请联络： 
联系⼈人：章⼩小姐 
电话：+852 3956 9403    传真：+852 3563 7982  
邮箱：selenezhang@hkcareerexpo.com �9



InnovatingHK
28.4-29.4.2017

(C)现场⼴告⽅案

C01 展厅内吊旗⼴告（双⾯）

*吊旗仅允许悬挂于⾃⼰展位上⽅，具体吊点位置请咨询
主办单位
规格：2mW * 3mH
价格：⼈民币50,000元

C02 ⼴告旗

规格： 2mH * 0.6mW
＊详细地点请咨询主办单位
价格：⼈民币21,000元/个

C03 地毯贴纸
*具体位置请咨询主办单位
规格： 每张﹣2mH * 1mW
＊详细地点请咨询主办单位
价格：⼈民币21,000元/个
         

注意：
现场广告申请截⽌时间为2018年4⽉13⽇, 请于2018年4⽉16⽇前提交合适的制作档案。
价格包含制作费及发布费。有关广告位置，可与主办单位查询。

以上图⽚只供参考，⼀切以实物为准。 

详情请联络： 
联系⼈人：章⼩小姐 
电话：+852 3956 9403    传真：+852 3563 7982  
邮箱：selenezhang@hkcareerexpo.com �10



InnovatingHK
28.4-29.4.2017

(D)数字推⼴

D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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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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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02 官⽅⽹站﹣最新消息
展会定期于官⽅⽹站(www.innovatinghk.com/news) 的 
“最新消息” 板块发布最新展会亮点、参展及观众邀请信
息等，是展商⾯向全球⽬标群众的理想营销渠道。

发布内容需经过主办单位最终审核。 

申请截⽌⽇期：请与主办单位联络
价格：⼈民币5,000 元/ 1次发布

详情请联络： 
联系⼈人：章⼩小姐 
电话：+852 3956 9403    传真：+852 3563 7982  
邮箱：selenezhang@hkcareerexpo.com �11



InnovatingHK
28.4-29.4.2017

(D)数字推⼴

D03 TV屏幕⼴告
覆盖展馆的各⼤入⼜及主要通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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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达您的创意广告信息（7﹣10秒），可在展会期间全⾯扩 
阔观众覆盖率。申请截⽌⽇期：请与主办单位联络。 

編號 項⽬ 價格（⼈民幣）

a 全館覆蓋（10個顯⽰屏） 160,000

b 半館覆蓋（5個顯⽰屏，包含媒體中⼼、
VIP休息室）

80,000

c 其他覆蓋 20,000/個

详情请联络： 
联系⼈人：章⼩小姐 
电话：+852 3956 9403    传真：+852 3563 7982  
邮箱：selenezhang@hkcareerexpo.com �12



（A）贊助⽅案

編號 項⽬ 單價 數量 ⼩計

A01 VIP休息室 80,000

A02 新聞中⼼ 80,000

A03 商業中⼼ 80,000

A04 充電區 50,000

A05 同期活動 100,000

A06 觀眾入場證 130,000

A07 觀眾入場證掛繩 130,000

A08 展會背袋 130,000

A09 官⽅⽤筆 25,000

A10 紀念品 120,000

A11 現場觀眾登記系統界⾯廣告 100,000

A12 展館平⾯圖 10,000

A13 現場推廣 100,000

（B）廣告⽅案（印刷品）

編號 項⽬ 尺⼨ 單價 數量 ⼩計

B01 VIP邀請卡 展商公司名稱印製于邀請卡的單⾯ 180mmH*130mmW 100,000

B02 展會快訊 a 整版 340mmH*233mmW 20,000

b 半版﹣橫版 160mmH*233mmW 15,000

c 1/4版﹣橫版 80mmH*233mmW 10,000

d 1/4版﹣豎版 160mmH*233mmW 10,000

B03 場刊 a 封⾯內⾴ 260mmH*165mmW 33,000

b 彩⼀（封⾯內⾴之對⾴） 260mmH*165mmW 33,000

c 封底內⾴ 260mmH*165mmW 28,000

d 封底內⾴之對⾴ 260mmH*165mmW 28,000

e ⽬錄對⾴ 260mmH*165mmW 20,000

f 內⾴（位置隨機） 260mmH*165mmW 18,000

（B）廣告⽅案（印刷品）

详情请联络： 
联系⼈人：章⼩小姐 
电话：+852 3956 9403    传真：+852 3563 7982  
邮箱：selenezhang@hkcareerexpo.com �13



B04 單⾴材料 a 整版 380mmH*260mmW 20,000

b 半版﹣橫版 380mmH*180mmW 15,000

c 1/4版﹣橫版 190mmH*180mmW 10,000

d 1/4版﹣豎版 180mmH*190mmW 10,000

（B）廣告⽅案（印刷品）（B）廣告⽅案（印刷品）

（C）現場廣告⽅案

編號 項⽬ 尺⼨ 單價 數量 ⼩計

C01 展廳內吊旗廣告 4mW*6mH 50,000

C02 廣告旗 2mH*0.6mW 21,000

C03 地毯貼紙 2mH*1mW 21,000

（D）數字推廣

編號 項⽬ 單價 數量 ⼩計

D01 展會電⼦期刊 10,000

D02 官⽅網站﹣最新消息 5,000

D03 TV屏幕廣告 a 全館覆蓋（10個顯⽰屏） 160,000

b 半館覆蓋（5個顯⽰屏，包含媒體中
⼼、VIP休息室）

80,000

c 其他覆蓋（每個） 20,000

重要事項:
印刷品⼴广告电⼦子档案以及现场⼴广告电⼦子档案须在 2018年年4⽉月16⽇日或以前，连同可供预览的jpg档传送到 selenezhang@hkcareerexpo.com

条款声明：

1) ⼴广告位置和/或赞助机会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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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和/或赞助申请。

3) 客户不得将⼴广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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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提供⼴广告制作⽂文档，否则主办单位不承诺其⼴广告被正常发布。所有提供的公司标志及
材料须经主办单位批准后⽅方可使⽤用。

5) 主办单位对⼴广告内容中的错误、遗漏、损坏及有关错失将不负任何责任。
6) 主办单位有权对⼴广告设计的尺⼨寸、形状及颜⾊色做细微调整，除非客户正式通知主办单位指定⾊色号。

7) 截⾄至期限后下单的⼴广告和/或赞助申请另收取550元/平米的加急费(按⾯面积计算价格的⼴广告)，或⼴广告费⽤用50%的加急费(其他)，且主办单位有权
拒收截⽌止期限后下单的申请。

8) 客户原因更更换已经制作完成的现场⼴广告画⾯面将视为重新制作，需另收取1000元/平米的更更改费⽤用(按⾯面积计算价格的⼴广告)，或⼴广告费⽤用50%的加
急费(其他)，且主办单位有权拒绝更更换⼴广告之要求。

9) 客户原因更更换⼴广告所在位置的，另收取1000元/平米的移位费，且主办单位有权拒绝⼴广告移位之要求。

10) 所有现场⼴广告的位置以现场最终摆放位置为准，主办单位有权在⼀一定范围内按照实际安排对⼴广告位置做出调整。
11) 在⼴广告制作⽂文档没有及时到达⽽而导致⼴广告未能刊登的情况下，已缴交的⼴广告费将不获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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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一旦提交⼴广告申请，客户将不可取消⼴广告。客户需要承担所有⼴广告费⽤用。

13) 全部款项需按照付款通知要求的⽇日期，于展前付清。若若客户未能按要求及时付款，主办单位有权不提供相应⼴广告服务。
14) 全部款项需与本表格⼀一并递上⾄至港漂圈⽂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受款户⼝口为：

银⾏行行名称： BANK OF CHINA (HONG KONG) LIMITED,  HONG KONG
银⾏行行地址： BANK OF CHINA TOWER, 1 GARDEN ROAD, CENTRAL, HONG KONG
户⼝口名称： Gangpiaoquan Culture Communication Limited
户⼝口号码： 012-695-0-007043-4
IBAN/Swift BIC : BKCHHKHHXXX
15) 所有银⾏行行⼿手续费将由参展商/赞助商/⼴广告商承担。

16) 对于产品赞助(如有)，赞助商应当承担运输展品往展览场地的责任和费⽤用。赞助商必须取得主办单位批准，作出仓储安排。此外，所有赞助商
须受到官⽅方的参展商规章与制度的约束。

17) 如有任何争议, 主办单位拥有最终的裁判权。
18) 现场⼴广告图片只供参考，⼀一切以实物为准。

我们同意 创新香港﹣国际⼈人才嘉年年华 2018“赞助及⼴广告⽅方案申请表”之条款声明，并在以下签名:
公司名称：                                                                                                                                       展台号：
联系⼈人：                                                             电邮：                                                                  电话：                                                                          
传真：                                                                签字盖章：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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