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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服务向导 – German Group CCMT 2018：概览
German Group CCMT 2018 媒体资
料现在向您提供更好的机遇，以最佳
的方式展示您的企业、品牌和产品。
wohlgemuth + team gmbh 再次
受 IMAG – Internationaler Messeund Ausstellungsdienst GmbH 委
托，为 CCMT 2018 制作 German
Catalogue。另外，我们还将为
www.german-group- ccmt.com
网站提供 online exhibitor directory。
该手册为您提供预订选项的概览，将
帮助您完成绝大多数媒体展示的制
作，让您在竞争对手中出类拔萃。您
可以通过在线方式轻松地汇总您的媒
体包。我们将通过电子邮件向您发送
在线商店的详细登录资料。

German Catalogue

Online exhibitor directory

印刷版名录将在德国信息展台免费发放。

在线展示的重要性已今非昔比。名列 online
exhibitor directory 之中，展会访问者在展会开
始之前、以及闭幕之后的相当长时间都能与您
进行接触。

您的优势：
• German Catalogue 将以高流通量发布。
因此将成为绝佳的工具，让媒体报道范围收
获大量关注。
• 您能够通过各类不同的产品展示您的企业。
• 你的 company entry 可以显示于
alphabetical list 之中，也可以显示于
product index 和 list of products
and branches 中。
• 您还能自行添加 branch categories。
• 您可以从多种彩色广告之中进行选择。
语言：英语，如有需要还可提供中文。

您的优势：
• 您的企业全年 365 天都将保持在线。
• 您将从高水准的认知度中获益——无论是展
会之前、期间还是之后。
• 该平台向您提供众多的预订选项，
将帮助您在竞争者中脱颖而出。
• online exhibitor directory 以英文和中文出版。

更多信息，请参见第 6 页。
更多信息，请参见第 3 页。

您还有更多的其他问题？我们乐于
为您提供电话咨询或者通过电子邮
件解答。
此致，German Group CCMT 2018
媒体服务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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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rman Catalogue 2018
顺序列表

German Catalogue – A-Z part

价格，欧元

Basic entry exhibitor

已包含在内

Company name, address, fax, e-mail, stand number

在 A-Z part 中，您可以通过不同的产品展示您的
企业。例如，使用企业标志让您具备更为醒目的
视觉效果！或者使用附加文本，突出您的企业特
色、简明扼要的描述企业理念以及产品。

Phone number

45

Web address

45

Company logo (4c)

85

Company profile 英文版 (每行)

25

(1 行包括:55 个字符包括空格)

Company profile 中文版 (每行)

25

(1 行包括:55 个字符包括空格)

Product line 英文版 (每行)

25

(1 行包括:55 个字符包括空格)

Product line 中文版 (每行)

25

(1 行包括:55 个字符包括空格)

Basic entry with logo

Highlighting of entry with logo,
phone/mail and company profile

Hall plan with logo

Product image

85

Subsidiary

75

QR code

70

Company name, address, fax, e-mail, internet, stand
number (每种语言的价格)
链接至您选择的网站

Highlighting

German Catalogue – Hall plan
Logo package

(Logo on the hall plan of the catalogue and in the online
exhibitor directory)

185

价格，欧元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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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rman Catalogue 2018
Product index 和 list of products and brands
您的企业在不同的行业中经营业务？请在此输入所有的行
业细分。这将帮助
您提升点击率，吸引所有与您相关的目标群体。提示：没
有找到合适的行业？请将建议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我们！
您希望在行业细分之中突出展示自己？在 list of products
and brands 之中将为您建立一个单独的条目，以最佳方
式实现这一点。您的品牌和产品将出现在单独的行业板块
之中——为您特别设立。

German Catalogue – product index
Basic entry exhibitor (每个行业)

价格，欧元

company name, address, fax, e-mail, stand number

Phone number (每个行业)

45

Web address (每个行业)

45

Company logo (4c, 每个行业)

85

Company profile 英文版 (每行)

(1 行包括:55 个字符包括空格)

25

Company profile 中文版 (每行)

(1 行包括:55 个字符包括空格)

25

Product line 英文版 (每行)

(1 行包括:55 个字符包括空格)

25

Product line 中文版 (每行)

(1 行包括:55 个字符包括空格)

25

Product image (每个行业，行业可进行选择)

85

QR code (每个行业，行业可进行选择)

70

将链接至您选择的网站

Highlighting (每个行业，行业可进行选择)

Product index

List of products and brands

60

German Catalogue – list of producs and brands

185

价格，欧元

Basic entry exhibitor (每个行业) company name, address, fax, e-mail, stand number

60

Phone number (每个行业)

45

Web address (每个行业)

45

Company logo (4c, 每个行业)

85

Product line 英文版 (每行)

(1 行包括:55 个字符包括空格)

25

Product line 中文版 (每行)

(1 行包括:55 个字符包括空格)

25

Product image (每个品牌，品牌可进行选择)

85

QR code (每个品牌，品牌可进行选择)

70

将链接至您选择的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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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rman Catalogue 2018 – Advertisements
Advertisements German Catalogue
在印刷版名录中添加广告，提升您在 CCMT 2018
的展示力度！无论您选择何种格式，都将让您的
条目高度醒目。
我们将竭诚为您提供咨询，助您创建最佳的广
告，根据您的需求度身定制广告包。您将从本公
司多年的经验之中获益。

German Catalogue – Advertisements

价格，欧元

1/1 inside page, 4c

950

1/2 inside page, 4c

715

1/3 inside page, 4c

475

Divider page, 4c

1,390

Second cover page (U2), 4c

2,150

Third cover page (U3), 4c

1,890

Fourth cover page (U4), 4c

2,650

Bookmark, 4c (不含生产)

3,500

Formats
1/1 page & divider page

120 mm width x 210 mm height
(+ 3 mm all-round bleed)
In print space: 95 mm width x 185 mm height

1/2 inside page

95 mm width x 90 mm height

1/3 inside page

95 mm width x 60 mm height

2. cover page (U2)

108 mm width x 210 mm height
(+ 3 mm all-round bleed)

Content marketing
Product Highlight

1/1 page incl.:
- Product image
- Text (最多 550 个字符包含空格)
- Logo
- QR code

价格，欧元
1,290

Cover

U2

3./4. cover page (U3, U4)
120 mm widht x 210 mm height
(+3 mm all-round bleed)

U3

U4

Cover

Bookmark

75 mm width x 180 mm height

Bookmark in
the German Catalo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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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line exhibitor directory 2018
Online exhibitor directory 一年 365 天在线：
www.german-group-ccmt.com 在互联！
8

在互联网中进行展示！
在 online exhibitor directory 中全年在线展示您的企
业。展会参访者能够从大量的实用功能中获益，为
展会访问和跟进活动做好准备。您希望令自己的企
业与众不同，始终能够受到专业参访者的青睐？例如
Banner advertising 将是一种极佳的方式！

Online exhibitor directory

价格，欧元

Basic entry exhibitor

已包含在内

Company name, address, fax, e-mail, stand number

Phone number

45

Web address

45

Logo, 4c

85

链接至您选择的网站

Additional text (针对英文和中文版一起)

120

Top listing 在行业细分中

180

(最多 1000 个字符包括空格, 将显示在
A-Z part 和所有选择的行业中)

(每个行业最多 5 个条目)

备注：在 CCMT 的网站上，你可以查阅英文版和中
文版的在线名录。该网站将链接至 IMAG 和 MMI
Shanghai 的网站。

Fullsize banner

Logo in the basic entry

Social Media addresss

45

Keywords (30 个字符包括空格)

35

Highlighting 位于 A-Z part 中

185

1–6 个地址: facebook, Google+, Twitter, YouTube,
XING, LinkedIn

Highlighting & logo

Exhibitor news

第 1 条新闻免费，每增加一条新闻: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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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ner (online exhibitor directory)

价格，欧元

预订针对中文和英文两种版本有效

Button banner

每个 195

Fullsize banner

每个 500

6 个位置可用, 尺寸:150x60 px

3 个位置可用, 尺寸:468x60 px

Premium fullsize banner

1 个位置可用, 尺寸:468x60 px

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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