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MWC 上海
客户开放日
2019年4月16日



13:00 – 13:45 客户签到及招待

13:45 – 14:00 欢迎致辞及大会概述

14:00 – 14:20 展商在线工具（在线展会手册和展商及合作伙伴邀请系统）介绍及相关服务团队联络方式

14:20 – 14:40 如何更好地使用营销工具包来提高曝光度

14:40 – 15:00 如何在活动中更好地使用媒体资源

15:00 – 15:20 场地、MWL广告及其他赞助机会

15:20 – 15:30 问答互动环节

15:30 – 17:00 展馆参观

活动日程



大会概述
彭慧珍

MWC上海 -大会总监





MWC19 上海活动主题



展览 内容

体验及学习 交流活动

2019 MWC 上海

Networking 



会场范围及进场点

• 登记处与入场证领取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SNIEC）2号

入口厅（北）
 SNIEC 3号入口厅（东）
 上海浦东嘉里大酒店2层

• MWC上海班车服务:

a.  SNIEC 2号入口
厅（北） 往：

SNIEC 3号入口
厅（东）

b. 卓美亚/ 嘉里

c. 其他酒店

d. 场内电瓶车
N1<-> N3<->N5 | E7<->E5

N2: 智慧城市博览会
未来智行专区

E6: 
Migu全球5G超高清
沉浸式体验展



2019 亮点

进一步提升高管的参与

• 数字领导者计划

• 开幕式

• 针对行业火热话题的会

议及峰会， 如5G、人工

智能、物联网、数据安

全等

体验及学习

• 世界领先商学院INSEAD

的大师级课程

• Women4Tech 快速指导

交流活动

• 主题导览

初创企业, 创新科技

• 4YFN 创新系列活动

垂直行业的参与

• 未来智行

• 终端

• 金融与电信融合

• 未来零售



世界级演讲嘉宾
当前已确认演讲嘉宾: 
• 56% 来自亚太区
• 58% 职位副总裁（VP）

以上

已确认的主题演讲嘉宾包
括中国移动、中国联通、
Grab Group、华为、摩根
大通、OneWeb、Telenor 
Group、
中兴通讯等的领导及高管



• 捐赠室

• 绿色展台计划 – 为光地展位参展商免费提供碳足迹分析服务

• 减少塑料品消耗 – 鼓励参会者自带水瓶!

环境保护 - 碳中和计划



在线工具及服务
团队联络方式
舒雯

GSMA资深客户服务经理



展商

及

赞助商

在线工具

*展会手册

*登记系统

*官方网站/展商专区

信息传递

*系统邮件

*展会电子通告

*参展指南

服务团队

*主办方团队

*官方供应商



在线展会手册（OEM）



• 点击链接登 – 在线展会手册

• 登录信息由customercare@mwcshanghai.com发送至贵司的主要联络人

• 如果您尚未收到展会手册登录信息，请联络以上邮箱

• 查看 ‘增加联系方式及登记联系人’ 页面确认或更新贵司的主要联络人信息

在线展会手册(OEM) 

https://gsma.force.com/maeoem/OEMlogin
mailto:customercare@mwcshanghai.com
https://gsma.force.com/maeoem/OEMAdditionalContacts?event=a0M1r000014N86SEAS&language=en_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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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点

• 限高: 6m (光地展商)

• 高于5公分的地台需设置出入坡道

• 所有光地展商需获审批方可搭建 (登陆OEM - 提交您公司的展台设计表格)

- 100平米以上光地展位方可申请双层展台搭建，需获得GSMA的预先批准并缴交附加费用

- 点击下载我们为您准备的光地展商搭建流程，了解具体的备展步骤。

OEM –搭建规则

https://gsma.force.com/maeoem/s/Flow-Chart-of-Preparation-Work-for-Space-Only-Exhibitors-Chi.pdf?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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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阅读OEM中的展台搭建规则，帮助您更顺利地筹备展台。

OEM –展台搭建规定细则

一般守则 搭建元素 服务

粘合剂 护栏 电力服务和守则

空调/压缩空气 地毯 展台用水和废水处理

气球 天花板安装 废物处理

横幅 门

展位高度限制 固定装置

餐饮/烹饪演示或展示 地板

展示 家具

商标展示 玻璃面板

双层展位 扶手

封闭展位 (50%规范) 材料和饰面规格

展厅地面 坡道-残疾人通道

吊顶 / 照明

发光显示屏及展台照明

地板最大载荷

会议室政策

油漆作业

平台

烟雾特效

展位间隔墙

标准安装

技术平面图

https://gsma.force.com/maeoem/s/Stand%20Building%20Regulations
https://gsma.force.com/maeoem/s/Stand%20Building%20Regulations#adhersive
https://gsma.force.com/maeoem/s/Stand%20Building%20Regulations#barrier
https://gsma.force.com/maeoem/s/Stand%20Building%20Regulations#electrical
https://gsma.force.com/maeoem/s/Stand%20Building%20Regulations#aircon
https://gsma.force.com/maeoem/s/Stand%20Building%20Regulations#carpet
https://gsma.force.com/maeoem/s/Stand%20Building%20Regulations#water
https://gsma.force.com/maeoem/s/Stand%20Building%20Regulations#balloon
https://gsma.force.com/maeoem/s/Stand%20Building%20Regulations#ceiling
https://gsma.force.com/maeoem/s/Stand%20Building%20Regulations#waste
https://gsma.force.com/maeoem/s/Stand%20Building%20Regulations#banners
https://gsma.force.com/maeoem/s/Stand%20Building%20Regulations#door
https://gsma.force.com/maeoem/s/Stand%20Building%20Regulations#buildheight
https://gsma.force.com/maeoem/s/Stand%20Building%20Regulations#fixtures
https://gsma.force.com/maeoem/s/Stand%20Building%20Regulations#catering
https://gsma.force.com/maeoem/s/Stand%20Building%20Regulations#floor
https://gsma.force.com/maeoem/s/Stand%20Building%20Regulations#display
https://gsma.force.com/maeoem/s/Stand%20Building%20Regulations#furniture
https://gsma.force.com/maeoem/s/Stand%20Building%20Regulations#logo
https://gsma.force.com/maeoem/s/Stand%20Building%20Regulations#glass
https://gsma.force.com/maeoem/s/Stand%20Building%20Regulations#DD
https://gsma.force.com/maeoem/s/Stand%20Building%20Regulations#handrail
https://gsma.force.com/maeoem/s/Stand%20Building%20Regulations#enclosed
https://gsma.force.com/maeoem/s/Stand%20Building%20Regulations#material
https://gsma.force.com/maeoem/s/Stand%20Building%20Regulations#exhibitionfloor
https://gsma.force.com/maeoem/s/Stand%20Building%20Regulations#ramp
https://gsma.force.com/maeoem/s/Stand%20Building%20Regulations#lighting
https://gsma.force.com/maeoem/s/Stand%20Building%20Regulations#standlighting
https://gsma.force.com/maeoem/s/Stand%20Building%20Regulations#loading
https://gsma.force.com/maeoem/s/Stand%20Building%20Regulations#MeetingRm
https://gsma.force.com/maeoem/s/Stand%20Building%20Regulations#paintwork
https://gsma.force.com/maeoem/s/Stand%20Building%20Regulations#platform
https://gsma.force.com/maeoem/s/Stand%20Building%20Regulations#smoke
https://gsma.force.com/maeoem/s/Stand%20Building%20Regulations#partition
https://gsma.force.com/maeoem/s/Stand%20Building%20Regulations#standard
https://gsma.force.com/maeoem/s/Stand%20Building%20Regulations#floor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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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填表格

• 填写提交的表格

• 完成100字公司介绍表格，提高贵公司的
品牌露出

• 检查展商手册的进度条，确保提交100%
的必填表格

• 选填表格 -由官方供应商提供的各项展会服
务等

• 现在预定服务享受提前订购的优惠价格
• 5月4日前订购WiFi服务，享受10%的折扣

• 数据采集器折扣优惠至5月10日

OEM –表格截止日期及服务订购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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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搭建时间
所有的展商及搭建商必须在布撤展期间佩戴相应的入场证件。请前往OEM的“表格及截止日期”页面填写提交“布撤展人员通行证” 表格。

OEM –搭建开放时间及准入

展位类别 日期 时间

光地展商

N3
6月22日周六-6月25日周二 09:00 – 24:00

光地展商

N1, N2, N4, N5, E6, E7
6月23日周日

6月24日周一-6月25日周二
12:00 – 22:00
09:00 – 22:00

所有其他展商 (非光地) 6月25日周二 09:00 – 22:00

更多详情请查询展会手册相关页面
https://gsma.force.com/maeoem/s/Opening%20Times%20and%20Access

https://gsma.force.com/maeoem/s/Opening%20Times%20and%20Access


参展商及合作伙伴
邀请系统 (E&P)



登录网址 : 

https://register.mwcshanghai.com/enp/login

贵司的登记联系人将收到一封包含系统登

录信息的电邮

参展商及合作伙伴邀请系统-登录

21

GSMA电子邮件

https://register.mwcshanghai.com/enp/login


如果您有多个帐户，则可以先选择要管理的帐户。

参展商及合作伙伴邀请系统 -选择帐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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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相应的账户进行管理



基本功能:

入场证使用预览 (图表) 

登记 – 批量上载

例如员工、搭建商、保安等

发送登记邀请 – 单人或多人邀请

请注意: 嘉宾仍需在公共登记系统进行登记。

 客制化邀请函

包含您的公司商标, 自定义签名, 欢迎信息等等

 生成登记名单报告

参展商及合作伙伴邀请系统



如需于展会期间8时进场,

请选择”展商/合作伙伴工作人员证”

VIP 及金卡会议证已包含了延长入场时间

延长入场时间: 08:00入场

展会开放时间: 09:00入场

延长入场时间

全馆通行证 沒有
延长入场时间

展商/合作伙伴工作人
员证–

有延长入场时间



每个公司可以设立最多5个登记协调员账户

贵司的登记员团队将全权负责所有的邀请及批量登记

全权负责入场证分配和登记状态

简单易行:

在我们的参展商及合作伙伴邀请系统上创建登记协调员账户

贵司登记团队全权管理



小组或一对一培训

现场演示

全部功能详解

问答

暂定日程: 四月上旬至中旬

欢迎您和您的登记协调员加入培训，即时发送电邮报名

registration@mwcshanghai.com

参展商及合作伙伴邀请系统操作培训

mailto:registration@mwcshanghai.com


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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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商专区

打开官网，点击展商专
区，获取我们为您整合
的工具列表及关键信息。
www.mwcshanghai.com

http://www.mwcshanghai.com/


入场证领取及
现场登记

2

9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2号(北)入口厅 (紧临上海浦东嘉里大酒店) 及3号(东)入口厅

请注意: 开放时间即将公布.

登记区—2个



在快速通道处领取入场证（推荐）:

附二维码的最终确认码

附照片的有效身份证件 (护照, 身份证, 驾照)

请注意: 不允许由第三方代领

领取入场证所需文件



如果您未进行预登记，:

账户协调员需登为员工/搭建商/嘉宾设立登记码

 协调人需登录并寻找尚未被使用的登记码或生成登记码（若仍可以获取入场证）

參會者需要:

1. 在填表处填写登记表

2. 由本人亲自携带附照片的有效身份证件前往登记问询处

3. 在现场领取入场证及相关资料

意味着您的协调人将有更繁重的工作量 …

他们须在现场等待生成登记码。

我们推荐: 预登记您的参会员工及客户!

现场登记



 确保员工、搭建商和嘉宾顺利进入展会

 所有参会人员享受优质服务 – 领取入场证时享受一站式服务

快速通道领取入场证 – 省时又省力

(如同您在机场的预办网上登机服务体验！)

 现场登记:

 现场登记时无需填表和排队

 无需登录账户以生成登记码

预登记的好处



服务团队



联络信息 - 主办方
客户服务
电话: +86 21 3123 6082

电子邮箱: customercare@mwcshanghai.com

登记问询
电话：+86 21 3103 3860

电邮：registration@mwcshanghai.com

销售问询
电子邮箱: sales@mwcshanghai.com
大中华区

电话: +86 139 1823 9562
亚太区

Tel: +852 3960 5019
4YFN销售团队

exhibitors@4yfn.com

市场推广问询
电子邮箱: marketing@mwcshanghai.com

媒体问询
电子邮箱: press@mwcshanghai.com

mailto:customercare@mwcshanghai.com
mailto:registration@mwcshanghai.com
mailto:sales@mwcshanghai.com
mailto:exhibitors@4yfn.com
mailto:marketing@mwcshanghai.com
mailto:press@mwcshangha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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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络信息 –官方推荐服务供应商

平面图提交

- Abraxys 公司
广告

- GSMA

有线网络

- 上海新美阁展览有限公司
视听及电脑设备

- 司马
美工服务

- 司马

关税及货物税

- EF

数据采集器

- Jemex Ideas

餐饮

- 上海威程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 La Cite

地毯和平台

- 司马
吊点

- 司马

货运服务

- EF

商务中心

-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住宿及行程

- 上海威程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其它标准展位项目

- 司马
光地展台设计

- 司马

临时工作人员

- 上海凝克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停车场

-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交通服务

-上海威程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电力供应

- 司马
电话和传真线路

- 司马

翻译服务

- 万语通翻译有限公司
保安

-上海新美阁展览有限公司
贵宾用车服务

-上海威程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花卉出租

- 司马
展位用水

- 司马

平面图查询

- Freeman Digital

无线网络

- 上海新美阁展览有限公司
4YFN Pod
- 司马

家具租赁

- 司马
高级会议室

- 司马

https://gsma.force.com/maeoem/s/Exhibition%20Suppliers#Abraxys
https://gsma.force.com/maeoem/s/Exhibition%20Suppliers#GSMA
https://gsma.force.com/maeoem/s/Exhibition%20Suppliers#MegaExpo
https://gsma.force.com/maeoem/s/Exhibition%20Suppliers#SYMA
https://gsma.force.com/maeoem/s/Exhibition%20Suppliers#SYMA
https://gsma.force.com/maeoem/s/Exhibition%20Suppliers#EF
https://gsma.force.com/maeoem/s/Exhibition%20Suppliers#JemexIdeas
https://gsma.force.com/maeoem/s/Exhibition%20Suppliers#catering
https://gsma.force.com/maeoem/s/Exhibition%20Suppliers#SYMA
https://gsma.force.com/maeoem/s/Exhibition%20Suppliers#SYMA
https://gsma.force.com/maeoem/s/Exhibition%20Suppliers#EF
https://gsma.force.com/maeoem/s/Exhibition%20Suppliers#SNIEC
https://gsma.force.com/maeoem/s/Exhibition%20Suppliers#transport
https://gsma.force.com/maeoem/s/Exhibition%20Suppliers#SYMA
https://gsma.force.com/maeoem/s/Exhibition%20Suppliers#SYMA
https://gsma.force.com/maeoem/s/Exhibition%20Suppliers#ShanghaiLink
https://gsma.force.com/maeoem/s/Exhibition%20Suppliers#SNIEC
https://gsma.force.com/maeoem/s/Exhibition%20Suppliers#transport
https://gsma.force.com/maeoem/s/Exhibition%20Suppliers#SYMA
https://gsma.force.com/maeoem/s/Exhibition%20Suppliers#SYMA
https://gsma.force.com/maeoem/s/Exhibition%20Suppliers#Polyglot
https://gsma.force.com/maeoem/s/Exhibition%20Suppliers#MegaExpo
https://gsma.force.com/maeoem/s/Exhibition%20Suppliers#transport
https://gsma.force.com/maeoem/s/Exhibition%20Suppliers#SYMA
https://gsma.force.com/maeoem/s/Exhibition%20Suppliers#SYMA
https://gsma.force.com/maeoem/s/Exhibition%20Suppliers#Freeman
https://gsma.force.com/maeoem/s/Exhibition%20Suppliers#MegaExpo
https://gsma.force.com/maeoem/s/Exhibition%20Suppliers#4YFN
https://gsma.force.com/maeoem/s/Exhibition%20Suppliers#SYMA
https://gsma.force.com/maeoem/s/Exhibition%20Suppliers#EMR


如何更好地使用
营销工具包来提
高曝光度
吴兆阳

GSMA资深市场部经理



Let’s do 

MARKETING
together!



我们正迈入智联万物的美好时代，在这一

时代中，速度、便捷、智能汇聚融合，创

新思维不断迸发，

使我们能够与所有的人和物紧密连通。

在智联万物的时代中，人们能够随时随地

获享高度契合时代背景的个性化体验。

参与2019 MWC上海，与我们共同探索智

联万物将如何塑造数字体验、行业生态与

我们共处世界的美好未来。

欢迎来到

智联万物
新时代



亚洲科技行业盛会 – 尽览5G、
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
等下一代科技！

MWC上海 – 超乎移动，智联万物

我们是…



 自媒体
 网站，定期电子邮件，各种宣传品

 付费媒体
 在垂直网站上的广告展示，重定向广

告，付费搜索，社交网络广告，KOL

营销，电子邮件，Google广告网络，
Facebook，LinkedIn付费广告及更
多

 社交渠道
 Facebook，Linkedin，Twitter，

Youtube，微博，微信，腾讯视频

MWC上海市场推广



(展会手册)

市场推广工具包



通过你的社交媒体分享关于MWC

上海的消息！在你的帖子中标注

#MWC19，以扩大你的观众群！

社交媒体宣传指南



• 创建您的个性化横幅，并用于电子邮件签名档、公司网站

上，大力宣传你于 #MWC19 的参与！

定制你的展会横幅



 下载 2019 创意设计档案：

 2019 品牌元素 - “智联万
物” 艺术图形、标语和标
签

 MWC 上海商标- 黑底或
白底，RGB格式
或 CMYK 格式

 打印模板（JPEG 和 AI 

格式）- A4 横向、A4 纵
向和长条形

品牌及设计使用指南



2019

参展商锦囊



Let’s do 

MARKETING
together!



如何提升在MWC19上
海的媒体关注
Magdalene Chan

GSMA公关总监



MWC18 上海 - 公关亮点

接近 830 位媒体、分析师
出席

超过15,000+条相关报道
覆盖全球 (社交媒体不计
算在内) 



在同一目标下 – MWC上海与展商的共同努力成果

GSMA

展商

展商

展商 展商

展商

展商

展商



MWC上海公关资源



文章铺排：

• 先讲行业话题包括 5G, AI, IoT, 设备等等，再进入展会

相关内容及展品介绍

发布：

• Media partners, 其他媒体资源库, GSMA 社交媒体

您的参与:

• 提供相关内容、展品特点

• 图片更胜文字

• 联系: mchan@gsma.com

MWC上海展会前专题文章：4月-6月

https://www.mwcshanghai.com/about/sponsors-partners/
mailto:mchan@gsma.com


内容

会前及现场媒体活动

参与要求

已签约的参展商、有适合媒体的介绍、购买了大会

媒体发布套餐、先到先得

您的参与

产品演示、专题讨论会、媒体导览团…

关注客户经理的信息

MWC19 上海媒体活动



提供您的公关联系人
（在线展商手册 - 100字简介: “我的展览” 下 ）

您现场的公关活动，包括发布会的资料（活动名称、日期时间、联络人，等等）
press@mwcshanghai.com

大会公关与媒体沟通渠道：
公关公司媒体资源、展会公关团队电子邮件、
媒体现场领取入场证、媒体中心、GSMA編輯團隊 等等

https://gsma.force.com/maeoem/s/Home?language=zh_hans
mailto:press@mwcshanghai.com


联系大会客户经理有关產品發布套餐



 邀请您的媒体，同时借助其他媒体资源
 业内最活跃的媒体和分析师：媒体资格
 申请媒体证：

pressregistration@mwcshanghai.com (可提
供批量注册服务) 或
https://www.mwcshanghai.com/attend/pre
ss/

https://www.mwcshanghai.cn/wp-content/uploads/2018/12/MWCS-2019-Press-and-Industry-Analyst-Accreditation-cn.pdf
mailto:pressregistration@mwcshanghai.com
https://www.mwcshanghai.com/attend/press/


媒体注册名单自6月初可在参展商在线手册下载
• 可以选择联系个别合适的媒体
• 不建议发送宣传邮件到媒体名单
• 最有效的方式是向MWC上海公关团队提供您的

媒体活动信息 – press@mwcshanghai.com

• 您未来的公关活动也将受益于这份媒体名单

分享名单: 
 登录信息已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至所有参展商联系人
 添加联系人:“公司简介”下，“其他联系人及注册协调员”
 若对OEM登录信息有疑问，请联系客户服务 - MWC上海customercare@mwcshanghai.com

https://gsma.force.com/maeoem/s/PR%20Opportunities%20and%20Pre-Registered%20Press%20List?language=zh_hans
mailto:press@mwcshanghai.com
mailto:customercare@mwcshanghai.com


 在线宣传材料套餐起价325美元

+ 完整的在线作者和博客作者名

单及联系方式 - EventTrak

 新闻稿评估包括社交媒体绩效

 在MWC上海网站发布

 免费的100字参展商简介

United States: +1.310.820.9473
Europe: +44. 20.7626.1982
Hong Kong:+852.3602.3091
Tokyo: +81. 3.3239.0755
Email: tradeshow@businesswire.com
Website: www.businesswire.com

您的公关
公司

https://www.mwcshanghai.cn/attend/press/exhibitor-online-news-centre/
mailto:tradeshow@businesswire.com
http://www.businesswire.com/


让您的公关团队及公关伙伴参与大会网络会议

 5月7日，周二，北京时间下午3:00（中文）

 5月8日，周三，北京时间下午4:30（英语）

 5月9日，周四，北京时间晚上9:00（英语）



MWC19上海媒体资源一览表
MWC上海专题文章（4月-6月） 当前 展商焦点项目 免费/路演站

您公司的公关联系人 当前 100字简介 – 在线参展商手册（位于“我
的展会”下）

免费

媒体和分析师注册 当前 pressregistration@mwcshanghai.com 免费

美国商业资讯：免费的100字简介 当前 tradeshow@businesswire.com 免费

美国商业资讯：新闻稿、在线宣传材料套餐和
其他服务

当前 tradeshow@businesswire.com 参考价格

产品发布方案、其他广告 当前 您的客户经理 参考价格

上海媒体沙龙（待定） 5月底 您的客户经理 免费/已购买产品发布优先

北京媒体发布会（待定） 5月初 您的客户经理 免费/已购买产品发布优先

下载媒体注册名单 6月底 在线参展手册 免费

您的现场媒体活动（日期、名称、时间、场馆
以及请尽快确认是否出席…）

随时 press@mwcshanghai.com 免费

现场媒体活动（即将公布） 5月底 您的客户经理 免费/已购买产品发布优先

媒体咨询 随时 press@mwcshanghai.com 不适用

https://gsma.force.com/maeoem/s/Marketing%20Toolkit
mailto:Pressregistration@mwcshanghai.com
mailto:Tradeshow@businesswire.com
mailto:Tradeshow@businesswire.com
https://gsma.force.com/maeoem/s/PR%20Opportunities%20and%20Pre-Registered%20Press%20List?language=zh_hans
mailto:press@mwcshanghai.com
mailto:press@mwcshanghai.com


MWC上海公关团队联系方式

press@mwcshanghai.com（一般媒体咨询）
pressregistration@mwcshanghai.com（媒体注册）

mailto:press@mwcshanghai.com
mailto:pressregistration@mwcshanghai.com


如何成为“MWC19上海”的焦点

徐智勇

MWC上海大中华区销售总监



大会主题

智联万物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人们能随时随地获享高度契合时代背景的个性化体验。秉承智联万物这一主题，今年的8项活动主题中，有4项主题与发掘行

业相关、提升品牌知名度以及整体的赞助机会密切相关。为何不容错过：

5G带来的高速率、灵活性和敏捷性将使得我们能够提供远比现在更好且更可靠的服务。“连接”主题将聚焦那些
让5G愿景成为现实所需满足的相关要求，从技术实现到应用案例、商业模式、频谱与监管法规，再到新兴与多元
市场/行业中面临的商业及文化挑战

创新及其推广速度持续加快，“颠覆性创新”主题将贯穿于展会的各方各面。企业需时刻保持警惕性与灵活性，以
便积极应对各种变革。

物联网、网络安全系统、云计算和认知计算是工业4.0的要素。“工业4.0”主题旨在分析这些构成要素的具体实施
以及其带来的广泛影响。

截至2020年，人工智能市场产值预计将达到700亿美元，这无疑将对全球消费者、企业及政府产生变革性影响。
“人工智能”主题将聚焦探索人工智能行业的真正潜力，其将对人们的工作和生活带来的影响，以及我们将如何应
对这场意义深远的技术革命。



赞助机会

大会合作伙伴

• 钻石合作伙伴

• 铂金合作伙伴

主题赞助

• “连接”主题赞助

• “工业4.0”主题赞助

• “人工智能”主题赞助

• “颠覆式创新”主题赞助

峰会/论坛赞助

• 首席赞助

• 支持赞助

• 联合赞助

VIP 参会礼遇赞助

• VIP 交流休息区

• VIP 接送赞助

亚洲移动大奖

主题导览与定制化体验

• 主题导览

• 定制化体验

品牌曝光

• 挂绳

• 登记处

• 入场证

• 酒店门卡

• 问询台

• 参观观众手提袋

• 参会者背包

• 参会者背包内插宣传页

• 活动穿梭车

Women4Tech

• Women4Tech峰会

• 快速指导与交流

• Women4Tech 晚宴

• Women4Tech 导览

• Women4Tech Inside Track

• Women4Tech 亚洲移动大奖

环境保护赞助

新闻媒体赞助

定制赞助

• 面向目标受众强化品牌信息

• 帮助实现市场营销/销售目标

• 在逾600家展商中脱颖而出

• 成为行业关注的焦点

交流活动/专区赞助

• GSMA会员鸡尾酒接待会

• 交流鸡尾酒会

• 充电专区



合作伙伴会议

合作伙伴会议提供一站式的解决方案，让贵公司在MWC上海期间举办面向目标受众的专
场活动。可支持的活动形式丰富多样，包括但不限于：

营销
• 网站

• 电子邮件

• 电子宣传手册

• 新闻稿件

• 社交网络

• 每日展览快讯

• 现场品牌推广

登记
• 参展商与合作伙伴邀请系统

• 活动申请系统

• 入场证扫描解决方

• 受邀参会者和演讲者的活动
通行证分配

运营
• 舞台布置与席位

• 视听、同声传译与IT解决方案

• 现场支持人员

• 活动品牌和标识

•新项目启动仪式

•市场新趋势分享

•产品发布

•产品演示

•新闻发布会

•研讨会

•专业培训



网站数字推广

网站数字推广：级别0

• 在网站参展商列表和展商介绍页
面增加贵公司彩色Logo，让贵
公司从众多参展商中脱颖而出。

网站数字推广：级别1

• 该产品能让您将更多的公司信息和产品信息展
示给潜在客户，吸引更多观众参观您的展位。

网站数字推广：级别2

• 在级别1权益的基础上，级别2还将在MWC上
海官方网站（www.mwcshanghai.com）首页
循环显示贵公司带有超链接的Logo

http://www.mwcshanghai.com/


会展广告

我们将为您提供大量的会场广告投放机会，以提升品牌知名度和参与度，助力实现您的目标。



Mobile World Live

Mobile World Live 是GSMA的官方新闻门户网站，也是汇聚全球移动行业最新动态以及重大新闻的主要行业媒体。

内容产品

• 白皮书
• 线上研讨会
• 赞助社论

广告

• 广告 (电子每日展览快讯)

• 横幅 (电子每日展览快讯)

视频

• 广播采访
• 高级视频采访
• 每日亮点视频



• 參展商可以享用到獨家的VIP, Gold and Summit Passes折扣

• 大师班课程(New this year!)

• GSMA and INSEAD 在 MWC上海期間推出首個大師班課程，爲期一天的變更管理課程，使管理層人士能領導轉型，在 Tuesday, 25 June

• 據估計，在動蕩的商業環境中，70％的變革舉措都失敗。將理論和課堂練習與平衡的討論相結合，讓具有至少5 - 8年團隊管理職責的企業領導者將了
解推動組織變革的必要條件，並留出明確的可操作優先級。

• Key topics:

• 增進對變革，轉系過程和阻力的理解

• 團隊溝通和影響力

• 啟動和執行變更所需的技能

• 為變革創造程序和路線圖

• 班位規模：36個座位 （預留限量位子給參展商，日期到5月17號2019年，先到先得）

• 課程費用: USD 2,980- / 人民幣 20,000-

• 如有疑問，請發送電子郵件delegation@mwcshanghai.com

參展商特權

mailto:delegation@mwcshanghai.com




问答互动环节



展馆参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