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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汽车、机电、通讯、家电、医疗等应用领

域对压铸件的需求稳步增长。与此同时，轻量化、新能源、5G、新基建、

高端消费市场的崛起，对压铸产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压铸行业的发展

进入新常态，如何提升企业技术水平，如何实现精细化管理，如何与应用

市场协同发展，将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

值此之际，在现有品牌活动—“中国国际压铸会议”的基础上，铸造行业

生产力促进中心决定自 2021 年起每年举办“全国压铸行业年会”，携手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世界铸造组织压铸委员会助力我国压铸行业加速发展。

压铸会议将携手整车厂等应用领域企业、压铸厂、配套商、高校及科研机

构，分别通过六大主题板块：产品开发及集成计算材料工程、合金材料开

发及应用、高端模具制造技术、先进工艺与创新技术、智能制造与精益管

理、压铸装备及集成技术，与压铸同仁共渡“压铸行业转型升级期”。



在压铸会议筹备过程中，中国机械工程学会铸造分会组建了一支专业的专家组织委员会队伍，凭借着对行业发展的高度敏感

及在专业领域的深耕，他们全心全意地出谋划策，将压铸会议视同己出，让压铸会议基于深厚技术底蕴的同时，焕发出全新

的活力。

专家组织委员会与产业支撑



技术交流平台-创新破局 论坛主题

会议亮点



对话行业专家——战略视角

主办方将邀请行业资深媒体“压铸周刊”在现场以

在线直播形式对行业专家进行专题采访，深度挖掘

行业痛点与趋势，搭建“专家—从业者”信息互

通、交流碰撞和集智发展新平台。

会议亮点



创新成果展示——数字化展望

活动现场将开设“产品及技术展示区”，助力行业有效推广自主创新成果与技术。

会议亮点



助推行业合作——集智分享

珠江夜话，瞭望未来

压铸菁英会

国风之宴，共铸时代

璀璨华南之夜

会议亮点



ü 超过 52.7% 的企

业来自压铸件生产和

应用领域

ü 超过 82.4% 的参

会人员来自企业中高

层及核心技术岗位

压 铸 厂

配 套 商

往届回顾

采购商

高校及科研机构

* 部分往届参会单位



合作价值

深度品牌建设
量身打造品牌价值，活动植入、定制化，企业（产品）理念无缝对接

影响
全面

精英
齐聚

深度
推介

行业高端交流平台助力企业价值提升
LOGO展示、广告展示、展区推介等多种形
式曝光，塑造品牌形象，提升品牌价值，
展示企业实力，促进目标商务合作

嘉宾覆盖压铸行业中流砥柱
覆盖压铸原材料、技术、装备、
检测设备、计算机应用技术、节
能环保技术与装备等领域，汇集
全产业链200+企业、高校及科
研院所，参与企业决策层和核心
技术研发占比80%以上

覆盖学会全媒体宣传渠道
短信、杂志、EDM、微信群、
网站、微信公号等多渠道深度
曝光



多个网站互通，全方位报道覆盖
100000+邮寄数据 20000+发行量

20000+微信公众号关注人数

媒体曝光

充分利用主办方宣传渠道、行业媒体、社会关系链等宣传资源， 
构建营销新阵地，保证活动得到充分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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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打包赞助方案



打包赞助方案一

• 在所有相关宣传资料上印有贵司“战略合作伙伴”称号

• 12平米展位，含家具与搭建+展架展示

• 首日20分钟技术演讲机会

• 晚宴期间享有权利

• 5张免费入场门票（领导会议前排坐席，晚宴VIP坐席，与专家演讲人互动交流机会）

• 会刊一整页（内页）公司介绍

• 企业宣传资料置入资料袋中

• 3分钟领导上台致辞

• 3分钟视频播放

• 列为“晚宴冠名商”露出

• 4个易拉宝现场展示

• 邀请函贵司LOGO露出



打包赞助方案二

• 在所有相关宣传资料上印有贵司“战略合作伙伴”称号

• 6平米展位，含家具与搭建+展架展示

• 首日20分钟技术演讲机会

• 精英会期间享有权利

• 5张免费入场门票（领导会议前排坐席，晚宴VIP坐席，与专家演讲人互动交流机会）

• 会刊一整页（内页）公司介绍

• 企业宣传资料置入资料袋中

• 3分钟领导上台致辞

• 3分钟视频播放

• 列为“菁英会冠名商”露出

• 4个易拉宝现场展示

• 邀请函贵司LOGO露出



打包赞助方案三

白金赞助商

• “白金赞助商”露出，贵司LOGO或名称会出现在所有相关宣传资料及现场指示牌

• 6平米标摊展示，含基础搭建与家具+展架展示

• 20分钟技术讲演机会

• 以下3个服务中，免费选1项服务

• 3张免费入场门票

• 企业宣传资料置入资料袋中

• 8次微信banner

1. 茶歇赞助

2. 礼品赞助

3. 椅背套赞助



打包赞助方案四

金牌赞助商

• “金牌赞助商 ”露出 ，贵司 LOGO会出现在所有相关宣传资料及现场指示牌

• 6平米标摊展示，含基础搭建与家具+展架展示

• 20分钟技术讲演机会

• 以下3个服务中，免费选1项服务

• 2张免费入场门票

• 5次微信banner

1. 胸牌赞助

2. 吊绳赞助

3. 拎袋赞助



打包赞助方案五

银牌赞助商

• “银牌赞助商”露出，贵司LOGO或名称会出现在所有相关宣传资料及现场指示牌

• 6平米标摊展示，含基础搭建与家具+展架展示

• 以下3个服务中，免费选1项服务

• 2张免费入场门票

1. 矿泉水

2. 纸笔赞助

3. U盘



会议分项赞助方案



合作方式

晚宴赞助 独家赞助 特别赞助

茶歇      ¥60,000 

礼品      ¥60,000 

椅背套   ¥60,000 

胸牌       ¥50,000 

拎袋       ¥50,000 

吊绳        ¥50,000 

矿泉水     ¥50,000 

纸笔        ¥50,000 

U盘         ¥50,000 

主题演讲       ¥30,000 

资料入袋       ¥30,000 

现场包柱       ¥30,000 

展台展示       ¥25,000 

展架展示        ¥5,000 

会刊               多种

晚宴      ¥100,000 

菁英会   ¥60,000 

（不单独售卖）

（不单独售卖）



晚宴 菁英会

支持单位

EDM

微信广告

现场指示牌

刊物广告

形式 权益内容

会刊一整页（内页）公司介绍

企业名称或logo以 “支持单位”方式出现在所有对外宣传品中

参会名额 5张免费入场门票

视频播放 3min宣传视频播放

邀请函 邀请函贵公司logo 露出

中国压铸会展网，体现赞助商品牌，并提供单位网站连接

2次EDM体现赞助商品牌banner，覆盖数据10万+

官方微信广告资源配置

现场指示牌上印有企业名称或logo

¥100,000 ¥60,000 

广告展示 2个易拉宝现场展示（具体根据举办酒店场地定）

高层致辞 3min赞助商领导上台致辞

晚宴赞助权益

网站广告

晚宴 菁英会

晚宴期间 菁英会期间

晚宴期间 菁英会期间

晚宴期间 菁英会期间

会前福利

会议期间

活动期间

形式



添加主题
多渠道全方位宣传，列入支持单位，并植入
企业广告Logo，会议期间最尊贵的品牌展示

晚宴赞助权益展示

添加主题

官方网站

微信banner

现场指示牌

菁英会晚宴

多渠道全方位宣传，列入
支持单位，并植入企业广
告Logo，晚宴期间最尊
贵的品牌展示

EDM



茶歇 礼品 椅背套 胸牌 拎袋

独家赞助权益

茶歇

礼品

椅背套

胸牌

拎袋

支持单位

形式 权益内容

对外宣传品中，列入支持单位

在茶歇处放置企业广告牌或展示展架

网站广告 中国压铸会展网提供单位网站连接

其他馈赠 免费赠阅一年《压铸世界》杂志

品牌展示 微信企业Logo展示

礼品上印有企业Logo

会场椅背套企业品牌展示

胸卡正面下方印有企业Logo或名称

资料拎袋展示企业品牌

¥60,000 ¥60,000 ¥60,000 ¥50,000 ¥50,000 
（不单独售卖） （不单独售卖） （不单独售卖） （不单独售卖） （不单独售卖）



吊绳 矿泉水 纸笔 U盘

吊绳

矿泉水

纸笔

U盘

支持单位

形式 权益内容

对外宣传品中，列入支持单位

吊绳上印有贵公司Logo或名称

网站广告 中国压铸会展网提供单位网站连接

其他馈赠 免费赠阅一年《压铸世界》杂志

品牌展示 微信企业Logo展示

矿泉水标签上企业品牌展示

现场用笔印有贵公司Logo

U盘上独家品牌展示

独家赞助权益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不单独售卖） （不单独售卖） （不单独售卖） （不单独售卖）



礼品赞助 茶歇赞助 椅背套赞助

持续的品牌Logo曝光

润物细无声的品牌植入 尊贵的区域性全覆盖传播
会场内深度长效曝光

持续 2 天的品牌植入

独家赞助权益展示



胸牌赞助 吊绳赞助 

与会嘉宾会期随身佩戴
持续2天的品牌植入

拎袋赞助 

会议定制资料袋广告
突出的曝光与留存效果

与会嘉宾会期随身佩戴
加强您的品牌辨识度

独家赞助权益展示



独家赞助权益展示

矿泉水赞助

会议全场指定用水广告

细致之处彰显品牌实力

U盘赞助

持续的品牌Logo曝光

润物细无声的品牌植入

会议指定纸笔赞助广告

到达率高，易于传播

纸笔赞助



特别赞助权益

主题演讲 资料入袋 现场包柱 展台展示 展架展示

主题演讲

资料入袋

现场包柱

展台展示

展架展示

支持单位

形式 权益内容

对外宣传品中，列入支持单位

20分钟技术演讲

网站广告 中国压铸会展网提供单位网站连接

其他馈赠 免费赠阅一年《压铸世界》杂志

品牌展示 微信企业Logo展示

企业宣传资料不超过3页入资料袋

现场包柱广告放置企业信息

2*3标摊展示，含基础搭建及家具

现场指定区域展示架展示

¥30,000 ¥30,000 ¥30,000 ¥25,000 ¥5,000 
（不单独售卖）



特别赞助权益展示

展台展示
        

ü 与会300+嘉宾聚焦，品牌展示效果卓越，现
场演示产品及技术，与意向客户面对面沟通交
换名片，促成转化

ü 2*3标摊，含基础搭建及家具（注：光地展位
也收取相同费用）

主题演讲赞助

ü 获邀参与技术演讲20分钟，与
行业资深人士共探先进技术，
增加交流深度和广度

资料入袋

ü 易长期保存，可提高重复阅读率

ü 一年仅一次的高效直达广告展示



特别赞助权益展示

ü 指定区域内展架展示，2天的持续品牌曝光
ü 赞助商提供画面，组委会制作

ü 现场包柱广告
ü 赞助商提供画面，组委会制作

包柱展架展示



特别赞助权益展示

封底彩版（整版）

RMB 15,000

封二彩版（整版）

RMB 10,000

封三彩版

RMB 8,000

彩色内页

RMB 5,000

会议手册
尺寸：142*210 mm 
页数：40页左右 
数量：参会代表人手一份



线上赞助权益展示

微信banner（下） ¥5000/3次 官方EDM推广 ¥5000/2次 企业专访 ¥10000/次

）宣  传  位））宣  传  位）宣  传  位



微信推送1次（主页） ¥5000/次 微信推送1次（次页） ¥3000/次 代表信息录入界面广告 ¥10000

）宣  传  位））宣  传  位）宣  传  位

线上赞助权益展示

限4个



《压铸世界》期刊  
              

ü 具有丰富的压铸行业资源

ü 是压铸行业内真正具有代表性、权
威性、影响力大、覆盖面广、专业
性强的核心刊物

ü 受众企业达到10,000余家，影响压
铸从业人员30,000余人 

ü 本刊物的覆盖面定位于全国内压铸
上下游企业的老总、高层管理者、
部门管理者和技术人员

） ） 广告报价（元/每期）



* 主办方享有所有赞助方案的最终解释权 

2021年全国压铸行业年会
—第十六届中国国际压铸会议

3月24-26日 | 深圳维纳斯皇家酒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