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台全方位展示企业文化和产品形象，提供专业、全面、个性化的宣传推广服务，

帮助企业多渠道有效触达目标客户群体。与学习强国、百度、支付宝、今日头条、搜

狗等平台达成战略合作，多入口直达平台，打造企业最强影响力。

服务目录

服务类目 服务名称 具体介绍 服务价格

企业云上展厅

广告服务

PC端

首页

Banner 广告 10000元/月

高博会动态 8000元/月

展览展示-六大展区 5000元/月

展览展示-企业名录 3000元/月

列表页 图片推荐 3000元/月

文章页 图片推荐 5000元/月

企业名录 企业推荐 5000元/月

展览展示 产品推荐 6000元/月

广告服务

M端

首页

Banner 广告 15000元/月

展品展示 8000元/月

企业名录 6000元/月

最新动态广告图 5000元/月

列表页 通栏广告 3000元/月

线下展品同步云端展示

展厅实现全年宣传推广

发布展品、资讯、需求无限制

多平台引入提升宣传效果

线上展位

（升级版）

3500元/届（57届参展商

，至2022.08.06）

10000/年（非参展商）

附件一：云上高博会云展示服务



文章页 通栏广告 5000元/月

企业名录 企业推荐 5000元/月

展览展示 产品推荐 6000元/月

企业增值服务

软文 撰写宣传 2万元/篇

专题 策划、采访、文章、推广 10万元/个

专访 人物专访及宣传 3万元/场

直播 视频、图文 5万元/场

企业官网搭建

1.企业官网形象展示设计

2.定制化搭建平台及优化推广。

3.提供常规的技术服务支持。

4.覆盖 PC端、M端、小程序等。

5.百度小程序/支付宝小程序等平台搜索优化。

搭建 10万元

服务 1万元/年

论坛直播

视频直播 时长4小时内 5万元/场

直播界面广告
banner 广告 2万元/场

飘窗广告 1万元/场

媒体宣传服务

（主流媒体营销）

策划专题

合作媒体：

光明网/人民网/中国网/中国教育新闻网

20万元/次

（以合作媒体

确定费用）

推广位：1-2个 推广时间；1-3 天

线上专题宣传周期：1个月

内容构成：

专访3场、内容输出 15-20 篇、

自定义版块（根据宣传需求拟定宣传版块，

如产品展示、品牌展示、活动展示等）

主流媒体专访

合作媒体：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中国青年

报/科技日报/光明网/中国网/人民网/中国

教育新闻网/新华网/澎湃新闻

3-5 万元/次

（以合作媒体

确定费用）

内容形式：视频专访/图文/文字



线上展示 专属模板

产品发布 5条 不限制

动态发布 5条 不限制

需求发布 5条 不限制

交换名片 5次 不限制

线下展同步线上专区 × √

企业展厅专属优化 × √

企业后台管理 √ √

百度小程序企业展示 × √

学习强国企业展示 × √

支付宝小程序企业展示 × √

企业线上升级展位示例

普通模板

标准版（57届参展商免费） 升级版（付费）

Yanxin.Cui
Highlight

Yanxin.Cui
Highlight

Yanxin.Cui
Highlight



广告刊例-PC端

首页Banner：
数量：4个
价格：10000 元/月

首页高博会动态：
数量：3个
价格：8000 元/月

首页展览展示-六大展区：
数量：30个
价格：5000 元/月



首页展览展示-企业名录：
数量：6个
价格：3000 元/月

展览展示栏目：
数量：18个
价格：6000 元/月

企业名录栏目：
数量：6个
价格：5000 元/月



列表页：
数量：3个
价格：3000 元/月

文章页：
数量：3个
价格：5000 元/月



广告刊例-M端

首页Banner：
数量：4个
价格：15000 元/月

首页展品展示：
数量：24个
价格：8000元/月



首页企业名录：
数量：3个
价格：6000元/月

首页最新动态：
数量：1个
价格：5000元/月



最新动态栏目：
数量：1个
价格：3000元/月

热门产品栏目：
数量：6个
价格：6000元/月



企业名录栏目：
数量：2个
价格：5000元/月

文章页：
数量：1个
价格：5000元/月



百度卡片及小程序

搜索高博会、中国高等教育博览
会、高博会企业参展商等关键词
直达高博会卡片。

学习强国

国家中宣部直管平台，通过教育
栏目可直接触达平台入口。

战略合作入口展示



今日头条

直接触达平台入口

中国教育在线掌上高考

掌上高考首页入口直达平台，日
均流量达 100万。



支付宝小程序

搜索高博会直达小程序



 

类型 钻石 金牌 银牌 

内容（*

广告服

务展示

周期为

一个

月） 

1. 线上升级版展位

（3500 元）； 

2. Banner 广告（PC

端 10000 元+M 端

15000 元）； 

3. 首页高博会动态

（PC 端 8000

元）； 

4. 首页展览展示—六

大展区（PC 端 

5000 元）； 

5. 首页展览展示—企

业名录（PC 端 

3000 元）； 

6. 展览展示栏目（PC

端 6000 元）； 

7. 企业名录推荐位

（PC 端 5000

元）； 

8. 首页企业名录（M

端 6000 元）； 

9. 企业名录栏目（PC

端 5000 元）； 

10. 列表页（PC 端 

3000 元）； 

11. 文章页（PC 端 

5000 元）； 

12. 首页展品展示（M

端 8000 元）； 

13. 首页企业名录（M

端 6000 元）； 

14. 热门产品栏目（M

端 6000 元）； 

15. 企业名录栏目（M

端 5000 元）； 

 

1. 线上升级版展位

（3500 元）； 

2. Banner 广告（PC

端 10000 元+M

端 15000 元）； 

3. 首页展览展示—六

大展区（PC 端 

5000 元）； 

4. 首页展览展示—企

业名录（PC 端 

3000 元）； 

5. 展览展示栏目

（PC 端 6000

元）； 

6. 企业名录推荐位

（PC 端 5000

元）； 

7. 首页企业名录（M

端 6000 元）； 

8. 企业名录栏目

（PC 端 5000

元）； 

9. 首页展品展示（M

端 8000 元）； 

10. 首页企业名录（M

端 6000 元）； 

 

  

 

 

 

1. 线上升级版展位

（3500 元）； 

2. 首页展览展示—

六大展区（PC

端 5000 元）； 

3. 首页展览展示—

企业名录（PC

端 3000 元）； 

4. 展览展示栏目

（PC 端 6000

元）； 

5. 企业名录推荐位

（PC 端 5000

元）； 

6. 首页企业名录

（M 端 6000

元）； 

7. 企业名录栏目

（PC 端 5000

元）； 

8. 首页展品展示

（M 端 8000

元）； 

9. 热门产品栏目

（M 端 6000

元）； 

 

16. 云 发 布

端 6000 元）；

11. 热门产品栏目（M

12.云发布

1 个时段

附件一、赞助打包方案（价格针对57届参展商）



数量 1 2 3 

价值

（含

税） 

 47500 

2 个时段

7850099500



附件二：云上高博会云发布活动方案 

一、 参与范围 

高等教育领域所有相关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媒体等，第 57 届高博会参展商

享有专属标签、优先发布等福利。 

二、 活动内容 

 

 

  

 新产品、新技术、新成果、新思想、新理念发布（研发或上市时间须在 2021

年 5 月 31 日之后）

 相关解决方案宣介

 政策解读

 科研成果推介

 需求发布

 其他

四、 活动概况 

 

合作院校教师/企业副总经理以上级别 （内容重案例或解

 

一期（6.16-17）：信息化&智慧教育专场、实验室&实训专场及其他内容

二期（6 月底起，每两周一场）：高博会 6 大展览展示区，每场/专区

三、 组成部分

决方案）

3. 一期报名截止时间：2022.05.27

4. 一期视频资料截止时间：2022.06.02

5. 一期文字宣传资料截止时间：2022.06.02

6. 二期启动时间：2022.6.25

7. 活动流程：提交报名表/准备视频资料—组委会审核报名表—确认入选—

提交视频资料—组委会按照整体活动内容进行排期—提供文字宣传内

容/双方共同宣传—云上高博会播出

8. 宣传：纳入云上高博会暨第 57 届高博会线上系列活动统一宣传

1. 模式：直播/录播（视频内容需经组委会审核）

2. 建议演讲人：产品经理及总监以上级别（内容重产品发布）



   

发布

11. 联系方式：卢女士 15010195258

李先生  15810710851 

李先生  13661121459 

五、 说明 

1. 最终解释权归高博会组委会所有

2. 统一宣传期间，如申报产品/技术/成果发生争议导致展会受到声誉损失，

组委会有权利对申报企业进行追责

3. 申报企业产品需遵循《中国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

法》等相关法律规定

六、 报名表 

企业名称 

联系人 

及职务 
电话 

是否参展 

本届高博会 

□是

□否
参展面积 

拟定演讲人及职

务 

产品经理及总监以上

级别；合作院校教师

/企业副总经理以上

级别 

主要方面（单

选） 

□新产品、新技术、新成果、新

思想、新理念发布 

（产品/技术/成果研发或上市

时间须在2021年5月31日之

后； 产品已获得专利或知识产

权相关认证） 

□相关解决方案宣介

□政策解读

□科研成果推介

□需求发布

□其他

9. 费用：一期免费，二期详见活动详情

10. 报名方式：发送邮件至 heecnl@163.com ，邮件名称 xx 公司高博会云

mailto:heecnl@163.com


  

1. 标题：描述直播内容特点或核心价值的句子，如“互动教学系统，XXX 让

科技与教育融为一体”；

2. 官方企业简介（100 字以内）；

3. 企业矢量 logo（1 张）；

4. 演讲人个人介绍 50 字内、个人商务照 1 张；

5. 演讲内容：演讲内容特点介绍（150 字以内）；

6. 邀请嘉宾：嘉宾职务、个人商务照 1 张、嘉宾演讲内容核心价值的语句

1 句；

7. 整个直播演讲内容提炼点；

8. 3-4 个核心点的宣传语句。

演讲内容 

新产品类： 

包括但不限于新产品的功能特点及技术性发布介绍，产品实际使用操作

的演示； 

重点产品介绍（企业重点产品的介绍包括但不限于产品的功能特点及技

术性介绍，实际使用操作的演示）； 

邀请行业专家（对产品的推荐以及讲解行业发展趋势及相关动态） 

解决方案、案例类： 

演讲内容需紧扣行业热点话题或国家政策方针，包括但不限于产品的功

能特点及技术性介绍，实际使用操作的演示，政策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动态等 

七、 文字宣传内容（需经组委会审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