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第三届中国（唐山）
国际钢铁冶金工业博览会

招商方案
       



第一部分

博览会概况



  1、项目背景

      目前，中国钢铁行业正在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增长阶

段，为引导和推动钢铁产业健康快速的发展，使钢铁行业借力现

代科技和创新思维走向动能转换和提质增效的良性发展轨道，兹

定于2019年10月14日至17日，在河北唐山南湖国际会展中心举

办2019第三届中国（唐山）国际钢铁冶金工业博览会。此次博览

会将秉承国际化、专业化的办会理念，突出特色、注重实效，对

加速推进钢铁企业转型升级、促进会展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

一、 博览会概况



 

主办单位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 

 唐山市人民政府

承办单位

唐山市贸促会 

路南区人民政府 

唐山市钢铁工业协会 

报春钢铁网

指导单位

中国金属学会 

中国金属材料流通协会

中国废钢铁应用协会

协办单位

钢铁研究总院 

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 

大连商品交易所 

一、 博览会概况

    2、 组织机构



1、展会名称

    2019第三届中国（唐山）国际钢铁冶金工业
    博览会

唐山南湖国际会展中心

2019年10月14日—17日

走进绿色钢城  智享工业未来

一、 博览会概况

2、活动主题

3、举办地点

4、举办时间

   3、活动事宜



一、 博览会概况

   4、参展企业范围

PA RT   0 1

智能自动化设备

PA RT   0 2

冶金节能环保技术
PA RT   0 3 PA RT   0 4

钢铁物流及各类专业科研院所

PA RT   0 5

钢铁产品制造



一、 博览会概况

   5、博览会展位图



世界盛会，高端平台！

      2019第三届中国（唐山）国际钢铁冶金工业博
览会在前两届的基础之上，秉承国际化、专业化的
办会理念，加大对国内外钢铁行业及上下游企业的
招揽力度，响应政府号召，将继续帮助唐山钢铁企
业完成转型升级，突破发展的重任，使唐山钢铁行
业加快驶入良性发展的快车道。本展会由唐山市人
民政府主办，唐山市贸促会、路南区人民政府、唐
山市钢铁工业协会、报春钢铁网承办，展会专业性
强，聚集钢铁冶金行业最新产品和服务，引领钢铁
产业发展趋势。

一、 博览会概况

   5、博览会亮点



专业论坛，权威云集！

       邀请权威专家，针对钢铁冶金、绿色发

展、精细设备、智能制造、带钢等钢铁行业

相关产业进行分析整合，紧跟环保政策，剖

析最新发展趋势，解读产业政策，技术交流

探讨，实用案例分享！行业精英的交流碰撞、

行家里手的指点迷津，将协助企业拨开云雾、

认清航向，共同实现行业发展的新突破。

一、 博览会概况

   5、博览会亮点



品牌云集，亮点频现！

        展会同期将举办高峰论坛、专家讲座等活

动，有关政府部门领导、行业专家和企业高级

负责人将受邀到会。 钢铁行业知名厂家，上下

游企业云集，突出特色、注重实效，让品牌在

市场竞争中拔得头筹，传承往届展会成功经验，

本届博览会将致力于打造钢铁行业的企业实施

品牌战略，开拓未来的行业盛会。全面直观体

现企业产品的优势、市场调研更具针对性。

一、 博览会概况

   5、博览会亮点



主流媒体、强势宣传！

       众多权威新闻媒体全程跟踪宣传，系列报

道多，范围广、力度大，本届展会将大力进行

宣传推广，通过主承办方等商务机构号召力将

吸引多家主流媒体参与宣传推广，媒体涵盖户

外媒体、平面媒体、电视和网络媒体。中央电

视台，人民日报、燕赵都市报 、唐山电视台、

唐山劳动日报、唐山晚报、唐山电台、《现代

物流报》、《中国冶金报》、报春钢铁网等。

一、 博览会概况

   5、博览会亮点



打造全面、集中、完善的钢铁行业采购基地。

快速提升公司品牌形象——有效确立企业市场的重要

地位，提高企业品牌知名度。

全面有力地宣传拓展企业产品与服务——快速提高产品或服务在

行业的影响力。

全面建立广泛的招商网络——特邀数万名专业、对口的采购商。面
对面约见优质目标客户、抓住商业机遇。

数百家国内外行业协会、机构及媒体的大力支持——行业年度聚焦点

一、 博览会概况

   5、博览会亮点



第二部分

博览会
活动安排



01 02 03 04

产融结合分论坛 冶金环保分论坛

冶金规划研究
院分论坛

二、 博览会活动安排

博览会开幕式
主论坛

06 08 090705

物流分论坛

智能制造分论坛

焦化行业分论坛

铸造及耐
火材料论

坛



第三部分
展位费用及赞助、

广告服务
方案



   1、大特装展位  200平米（9个） 20万

A

赞助单位 

特装展位

3、标准展位 9m²（231个）

标准展位

   2、小特装展位 100平米（14个） 10万
8千 - 1万

三 、  博 览 会 展 位 费 用 及 赞 助 广 告 服 务 方 案



三、 博览会展位费用及赞助广告服务方案

   4、冠名独家赞助单位 （1个）
100万VIP席位4个，普通席6个

会前致辞；

会上演讲（20-30分钟）

会刊内页整版2页

微信公众号绿色钢厂宣传一年；

报春钢铁网官网首页宣传一年；

会场主背景板冠名；

会场内巨幅喷绘；

特装展位1个（自行制作）；

条幅一个；

会议现场企业视频播放（视频自备）；

A

赞助单位 

特装展示



三、 博览会展位费用及赞助广告服务方案

   5、联合主办单位（1个） VIP席位3个，普通席6个

会上演讲（20-30分钟）

重点客户对接；

会刊内页整版2页；

微信专访（企业推荐）三个月；

报春钢铁网会议宣传列名；

会场内及大厅主背景板署名联合主办单位；

会场内巨幅喷绘；

标展1个（自行制作）；

条幅一个；

会议现场企业视频播放（视频自备）；

代发宣传资料（资料自备）；

A

赞助单位 

特装展示

30万



三、 博览会展位费用及赞助广告服务方案

   6、协办单位（2个）

VIP席位2个，普通席4个

会上演讲（20-30分钟）；

会刊内页宣传一页（前五页或后五页）；

报春钢铁网会议宣传列名；

会场内及大厅主背景板署名协办主办单位；

会场内巨幅喷绘；

标展1个（自行制作）；

条幅一个；

会议现场企业视频播放（视频自备）；

会议现场指引牌标识；

A

赞助单位 

特装展示

20万



三、 博览会展位费用及赞助广告服务方案

   7、VIP赞助单位（5个）

VIP席位2个，普通席4个

会刊内页宣传一页（前6-10页或后6-10页）

报春钢铁网会议宣传列名；

会场内及大厅主背景板署名VIP赞助单位；

会场内巨幅喷绘；

标展1个（自行制作）；

条幅一个；

代发宣传资料（资料自备）；

会议现场指引牌标识；

A

赞助单位 

VIP广告展示

10万



三、 博览会赞助展位费及广告服务方案

   8、赞助单位（10个）

VIP席位1个，普通席3个

会刊内页宣传一页

报春钢铁网会议宣传列名；

会场内及大厅主背景板署名赞助单位；

会场内巨幅喷绘；

标展1个（自行制作）；

条幅一个；

代发宣传资料（资料自备）；

会议现场指引牌标识；

A

赞助单位 

标准展位展示

5万



第四部分
主题论坛赞助及广

告服务方案



1、现场推介演讲  

10万

普通参会席位3个
提供喷绘内容、统一制作；
尺寸：3.2*2.6

四、 主题论坛赞助及广告服务方案

VIP席位2个，普通席4个；
会上演讲（20-30分钟）；
提供喷绘内容、统一制作；尺寸：3.2*2.6

3、登陆厅宣传片播放  

   1万

2、会场内巨幅喷绘

2万

普通参会席位2个，提前安排位置并告知；



4、会场外展台  
    5000元

普通参会席位2个，
会议手提袋正面单侧广告；

普通参会席位2个，提前安排位置并告知；

6、代发资料（10家）  
5000元

5、手提袋赞助
    50000元

普通参会席位1个，提供条幅公司名称、统一制作；

B

宣传广告

7、会场外条幅（或道旗）
             3000元

普通参会席位1个，宣传资料装袋（资料自备）；

四、 主题论坛赞助及广告服务方案



四、 主题论坛赞助及广告服务方案

  C 、展厅独立广告

登陆大厅入口1、3层衔接处广告（5万）

尺寸：11*2.7m

登陆大厅立柱广告（4万）

尺寸：1.21*3.5m；  1.71*3.5m



四、 主题论坛赞助及广告服务方案

  C 、展厅独立广告

登陆大厅东面墙体（2万）

尺寸：5.5*3m

登陆大厅入口处（5000元）

尺寸：1.8*0.8m  （2个）



四、 主题论坛赞助及广告服务方案

封面 5万

封1 3万

广告1-5页 1万

广告11-30页 5000元

广告41-50页 2000元

封底 2万

广告6-10页 8000元

广告31-40页 3000元

广告51-60页 1500元

广告66-70页 5000元

  D、会刊广告报价



四、 主题论坛赞助及广告服务方案

封面 5万

封1 3万

广告1-5页 1万

内页广告 5000元

封底 2万

  D、展商名录报价



第五部分

历届博览会
概况



五、历届博览会概况

  2017-2018中国唐山国际钢铁冶金工业博览会概况

       2017年-2018年举办的第一、第二届中国唐山国际钢铁冶金工业博览会在南湖国际
会展中心都圆满结束，唐山市委副书记、市长丁绣峰，市委常委、副市长李忠娟，副市
长曹全民参加了开幕巡馆活动。



五、历届博览会概况

  2017-2018中国唐山国际钢铁冶金工业博览会概况

       2017-2018年博览会首钢集

团、唐钢集团等特大型国有钢铁

企业，以及天柱集团等近百家民

营企业参加展会。各大钢铁企业

布置的展厅各有特色，主打产品

皆是行业的前沿，吸引了国内外

许多客户前来参观。全面有力地

宣传拓展企业产品与服务，快速

提高产品或服务在行业的影响力。



15000

212

45%

博览会会展览面积

外地参展企业占比

参展企业

特装展位24个，标准展位212个

15000以上平方米

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江苏、
浙江、安徽等省市的外地企业47家

博览会参会人数

26000

  2017-2018中国唐山国际钢铁冶金工业博览会概况

五、历届博览会概况



五、历届博览会概况

  2017-2018中国唐山国际钢铁冶金工业博览会概况



谢 谢 观 看

联系人：赵文伟
电话：18831588722
传真：0315-2205902
地址：河北省唐山市路南区南湖大道 602号创业公社创新小镇D5楼
Email：gangbohui@baochunstee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