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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赞助商
让您的品牌成为业界领军人物关注焦点的终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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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所有对手的品牌知名度
除了参加Seatrade亚太邮轮大会，还可加入我们的社区——利用Seatrade邮轮系
列活动，与全球的邮轮产业建立联系。

70,000+ 
来自邮轮行业各个部门
的联系人

1000+
与会嘉宾中35%拥有采购决
策权或具有行业影响力

170+
来自超过20个品牌的邮轮
公司代表

5,000 
用户选择订阅

60%
企业高管成为Seatrade Cruise 
Review的读者

December 2018 Quarterly

BALANCING ACT
China transitioning to build a sustainable future

把握新机遇
在一整年的战略性营销活动推动下，我们将能帮助您打开
亚洲市场，为您赢得其他邮轮公司无法企及的业务机会。

代表性国家
34个

17,000+

1,700+

3,200+

强大的网络影响力
我们在互联网世界的影响力超乎您的
想象。加入我们以提升您的网络知名
度并通过我们的以下社交媒体发声。

www.seatradecruise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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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助权益包括：

•作为大会钻石赞助商在所有推广机会中享受最佳
品牌曝光

•于大会所有宣传材料中注明贵司为“钻石赞助
商”，贵司Logo置于首要位置

•通过大会独家数据库，发送EDM对外公布贵司
赞助信息及“钻石赞助商”身份

•在大会官方网站上放置贵司宣传横幅

•在大会官方网站上显示贵司Logo并链接至贵司
官网

•在大会会刊上刊登贵司300字的企业简介及彩色
Logo

•在大会简易展示区域主空间拥有一定的展示空间
以供贵司搭建展台。请注意，所有展台搭建相关
费用将由赞助商自行承担。

•在大会会刊中刊登跨页彩色广告

•享有7个免费参会代表资格，包含所有社交活动
在内。

•享有大会会议演讲机会

实力强大 . 充满活力 . 行业主导地位 . 

钻石赞助商 | CNY 262,472 
让您的品牌成为业界领军人物关注焦点的终极方法。
仅限两个公司名额。

所有报价均已包含6%增值税www.seatradecruise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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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晚宴（第1日）| CNY 189,973 
结识所有活动参会嘉宾的关键社交机会。
其他权益包括：

• 赞助商信息将显示于线上及印刷日程表与晚宴区域的引导指示牌上

• 贵司Logo将显示于分发至参会嘉宾的晚宴邀请函上
•赞助商可于晚宴区域通过宣传横幅、企业礼品和/或印刷品进行推广

•有机会在晚宴现场致欢迎辞

•赞助商可额外邀请至多8名员工/客户参加晚宴，同现场嘉宾进行商务洽谈

社交酒会（第2日） | CNY 189,973 
此次活动中除参加会议以外，可结识其他与会嘉宾的特殊机会。
其他权益包括：

• 赞助商信息将显示于线上及印刷日程表与酒会区域的引导指示牌上

• 贵司Logo将显示于分发至参会嘉宾的酒会邀请函上
•  赞助商可于酒会区域通过宣传横幅、企业礼品和/或印刷品进行推广
• 有机会在酒会上致欢迎辞

•  赞助商可额外邀请至多8名员工/客户参加晚宴，同现场嘉宾进行商务洽谈

参会代表午餐（单日） | CNY 146,133
直接向大会参会嘉宾介绍您的品牌，同时还能招待潜在客户的绝佳机会。
其他权益包括：

•赞助商信息将显示于线上及印刷日程表上

• 赞助商信息将显示于午餐区域的引导指示牌上

•  赞助商可于午餐区域通过宣传横幅、企业礼品和/或印刷品进行推广
•  赞助商可额外邀请至多10名员工/客户在指定预留餐桌用餐

•   贵司Logo将显示于分发至所有参会嘉宾的午餐券上

白金  赞助套餐白金 赞助商

扩大品牌与服务影响力的有力途径。
仅限四个公司名额。

核心权益包括：

所有白金赞助商享有的标准权益

• 作为大会白金赞助商在所有推广机会中享受
理想品牌曝光

•于大会所有宣传材料中注明贵司为“白金
赞助商”，贵司Logo置于显要位置

•在大会官方网站上显示贵司Logo并链接至
贵司官网

•在大会会刊上刊登贵司250字的企业简介
及彩色Logo

•于大会茶歇区域提供简易展示桌及配套桌椅

•在贵司简易展示桌旁放置贵司横幅广告。广
告需由赞助商提供可供打印的设计文件。

•在大会会刊中刊登全页彩色广告

•享有4个免费参会代表名额，包含所有社交
活动在内

•享有大会会议演讲机会

所有报价均已包含6%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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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礼品（移动电源）
CNY 109,600
向每位邮轮公司相关人员、VIP和旅行社分发移动
电源礼品，并借此机会单独宣传品牌，扩大品牌形
象宣传力度。

•将在向与会代表分发的移动电源上印有贵司Logo

会议环节 
CNY 87,680
选择参加与贵公司业务相关的会议并重点说明您对
该领域发展趋势的见解。
其他权益包括：

•会议赞助商信息将显示于线上及印刷的会议议程
表上

•于会议开始前及茶歇期间，在屏幕上播放贵司
Logo

•于会议开始前播放由贵司提供的一则企业推广
视频

•于所赞助的会议环节座椅上放置一份企业宣传
册/礼品

•会议期间由主持嘉宾向贵司口头致以谢意

注册 
CNY 87,680
从线上注册，到接送处张贴的贵司Logo标记，在
第一时间让参会嘉宾注意到您的品牌。
其他权益包括：

•注册通道开放期间，于大会官方网站注册页
面/表单体现贵司Logo并链接至贵司官网

•预注册参会代表与会前收到的PDF文档内将显示
贵司Logo

•于注册区域醒目指示牌上注明赞助商信息

•赞助商可于注册区域通过企业宣传册及礼品（由
赞助商提供）进行推广

挂绳及胸卡
CNY 87,680
其他权益包括：

•贵司Logo将印制于所有参会代表所佩戴的挂绳上

•贵司Logo将与大会Logo一同印制于所有参会代表
所佩戴的胸卡上

黄金 赞助套餐

所有报价均已包含6%增值税

黄金 赞助商

核心权益包括：

所有黄金赞助商享有的标准权益

•在大会官方网站上显示贵司Logo并链接至
贵司官网

•于会前推广及宣传材料中显示贵司赞助
信息

•在大会会刊上刊登贵司200字的企业简介
及彩色Logo

•享有3个免费参会代表名额，包含社交活动
在内

www.seatradecruise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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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记本 & 笔 CNY 51,147 
其他权益包括：

• 印有贵司Logo及官网信息的笔记本将分发给所有
参会代表

• 印有贵司Logo的会议用笔将分发给所有参会代表

茶歇  CNY 43,840（单日）
其他权益包括：

• 赞助商信息将显示于线上及印刷的大会议程表上

• 赞助商信息将显示于茶歇区域的引导指示牌上

• 赞助商可于茶歇区域通过宣传横幅、企业礼品和/
或印刷品进行推广

大会品牌曝光 CNY 43,840 
其他权益包括：

• 在大会会刊中刊登全页彩色广告

把握更多机会： 

会刊广告 
半页广告  
全页广告 CNY 12,648

旅行社培训
CNY 73,067
其他权益包括：

• 赞助商信息将显示于线上及印刷的大会议程表上

• 于培训开始前及茶歇期间，在屏幕上显示贵司
Logo

• 于培训用会议室座椅上放置一份企业宣传册/
礼品

• 于培训环节开始时进行时长5分钟的欢迎致辞

包袋 
CNY 73,067
加深视觉印象——使您的品牌能在现场受到关
注的有效方法
其他权益包括：

• 印有贵司Logo的包袋将分发给所有参会嘉宾

• 贵司可在所有包袋内放置一份宣传册进行企业
推广

所有报价均已包含6%增值税

银  牌  赞助套餐黄金赞助套餐 （接上页）... 银牌 赞助商

核心权益包括：

所有银牌赞助商享有的标准权益

• 在大会官方网站上显示贵司Logo并链接至
贵司官网

• 于会前推广及宣传材料中显示贵司赞助
信息

• 在大会会刊上刊登贵司200字的企业简介
及彩色Logo

• 享有2个免费参会代表名额，包含社交活动
在内

定制化赞助方案
如果您希望根据自身预算定制个性化的
赞助方案，请直接和我们的销售团队联
系。 CNY  6,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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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
Victoria Philpot
电话：+44 1206 201 566

电邮：Victoria.Philpot@ubm.com

亚太地区：
Li Xiaoli
电话：+86 139 1772 7671 
电邮：XiaoLi.Li@ubm.com

联系我们
我们为您设计了一系列的超值赞助套餐。

与此同时，我们也非常尊重贵公司业务的独特性，并
致力于为您量身定制符合要求的专属赞助方案。

即刻联系我们，选择您心仪的赞助方案！

香港 & 东亚地区：
Victor Halder
电话：+852 2585 6172

电邮：Victor.Halder@ubm.com

www.seatradecruisechin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