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ACKCON直播课

1小时对话
300位包装行业采购决策人

• 10年以上资深包装行业营销团队定制化提供直播全流
程运营方案，优化产品卖点，直播数据透明可监测

• 打通社交媒体全平台，实时向50万条包装企业一手数

据及百万级私域流量池发布直播信息，轻松掌握高质
量人群流量密码，行业聚光灯为你照亮

• 输出企业产品优势，赢得潜在买家信任，快速获得商
机线索，Packcon平台将是最佳选择

种类 价格（人民币）

线上直播课 25,000元/场

- 60分钟直播演讲（最多4人异地同时）
- 直播前培训、测试、新闻宣传稿撰写&发布（头条）
- 直播中社交媒体（微信、抖音等平台）同步推流
- 直播后直播笔记撰写&发布（次条）、直播报告交付
- 其他配套宣传（EDM、SMS、社群宣传）、准备工

作（rehearsal、培训）

服务内容：



创新营闭门会

您预订的包装行业大咖已就位，
请开始你的表演

• 背靠10万+优质包装企业负责人，定制化打通供应链上
下游企业人脉圈

• 由Packcon团队全流程策划引导，将行业洞察、买家需
求、创新灵感一网打尽。这可能是快速收获行业新知的
最佳方案。

• 与10位包装行业大咖及KOL一起头脑风暴。你把难题抛
出来，让他们为你想方案！

种类 价格（人民币）

线上/线下闭门会
（*线下闭门会场地由供应商提供）

50,000元/场

- 60-90分钟线上闭门会议
- 会前专人定制化一对一收集需求
- 专人邀请目标观众（总计5-10位嘉宾）
- 其他配套宣传、准备工作

服务内容：



定制SMS推广套餐

250,000个包装专业人群
用户公海，向对的人说对的话

• 海量包装行业有效数据库，信息送达率高，精准挖掘
潜在商机

• 强大的Packcon内容编辑团队为你定制化撰写营销文
案，让推广语言直击用户痛点

• Packcon为你站台，官方声音更具行业公信力，你就
是我们包装的明星

- 发行时间：根据要求定制
- 发行次数：根据企业自行选择
- 截止日期（广告电子文档）：发送日前2周确认短信文字
- 其他限制：字数不超过58个字符（超过部分按照两条
- 短信计算）

服务内容：

短信形式 字符数量 发送数量 价格（人民币）

文字短信
58 20,000条 12,000元/次

58 50,000条 24,000元/次

彩信 不限
6,000条 12,000元/次

15,000条 24,000元/次

2021中国包装容器展

【励展博览】2021中国包

装容器展将于7月14-16日

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隆

重开幕，欢迎莅临XXX展

位XXXXX现场参观采购。



电子快讯横幅广告

读Packcon的EDM是每位包装人的
职业习惯！想成为本期焦点吗？

• 在拥有活跃采购力的万千人群中，展示你的企业品
牌与产品，商机唾手可得

• Packcon为你代言，官方视角呈现行业亮点，行业
EDM打开率高位占据者

• 给到Packcon EDM第一屏最佳吸睛广告位，
250,000行业人士向你看过来

- 发行时间：根据要求定制
- 发行次数：根据企业自行选择
- 截止日期（广告电子文档）：发送日前2周确认
- EDM内容

服务内容：

种类 发送数量 价格（人民币）

电子快讯横幅banner广
告

（买一送一）
5万条 10,000元/次

个性化电子快讯（图文） 10万条 20,000元/次

个性化电子快讯（纯文
字）

10万条 12,000元/次



微信营销推广平台

展会预热的最佳手段！从万千同行
参展商中快速出圈的奥秘在这里

• 不要错过参展旅程中宣传的最佳时机！向目标买家
提前送达参展产品信息

• 掌握用户阅读流量密码，Packcon文案优化师已上线
，阅读量轻松破千

• 借助Packcon私域流量池打开快速传播的通道，破圈
分享，突破获客瓶颈

- 发送时间：根据要求及实际情况决定
- 申请日期：文章发送前2周提供必要信息

服务内容：

种类 提供材料 价格（人民币）

公众号头条（原创）

公司LOGO
公司名称

公司简介/相关新闻
产品介绍及图片

10,000元/次

公众号次条（转载） 公司新闻 5,000元/次



Packcon官方网站

包装用户月活量20,000+，
与Packcon品牌一起在行业
用户心中留下深刻印象

• 平均用户停留时长6分钟！高质量展会买家了解展会
信息的必经之路

• 超长入驻时间！网罗120,000+用户的采购探索习
惯，你总会被看见

• 让Packcon为你背书，提升品牌形象，为企业网站引
入专业人群流量

- 发行时间：根据要求定制，持续半年
- 发行次数：根据企业自行选择
- 截止日期（广告电子文档）：发送日前2周确认内容

服务内容：

种类 尺寸 价格（人民币）

网站首页轮播广告 970*250px 20,000元/半年

网站首页条幅广告
（大）

970*90px 15,000元/半年

网站首页条幅广告
（小）

300*250px 6,000元/半年

网站首页矩形广告
PC端 728*90px

移动端 320*50px 或
320*100px

8,000元/半年



品牌宣传套餐

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让Packcon团队成为你的
资深市场经理，为企业参展保驾护航！

• 在观众登记的时候吸引他：
• Packcon官方网站-展会海量观众了解展会的时机吸引他的注意力

• 在买家不懂的时候教育他：
• 高层采访-通过Packcon平台发表行业先锋观点，带领买家走入你的产品循环

• 在用户探索的时候游说他：
• 媒体转发新闻稿-让行业知名媒体为你发声，中立平台增加用户信任度

• 在商机来临的时候抓住他：
• 公众号头条发布-大量买家将参考展会公众号信息制定观展行程，你的展位信息将进入他的观展清单

- 发送时间：根据要求及实际情况决定
- 申请日期：文章发送前2周提供必要信息

服务内容：

打包价：¥30,000元/次

网站首页轮播B a n n e r广告

1个月

高层人物专访

1篇（公众号头条发布）

撰写 /转发新闻稿

1篇（公众号头条发布）
行业媒体新闻稿转发1次



励展通APP

10,000名资深展会买家手中的逛展
地图，你想成为他的首选打卡点吗？

• 一年一次的行业流量风口，100,000+用户爆发增长时刻

• 商机扫描枪！下季度的订单扫出来，这些买家即将下单

• 这是包装行业精英人士的采购宝典，也是活跃买家的线
上集合地，你还不站出来？

• 数据显示，励展通浏览量排名Top 10的供应商，每年可
获得千万订单，今年会是你吗？

- 发行时间：根据要求定制，持续一个月
- 发行次数：根据广告位置定制
- 截止日期（广告电子文档）：发送日前2周确认内容

服务内容：

种类 尺寸 价格（人民币）

启动页面广告 970*1920px 50,000元/月

网站首页轮播广告 970*250px 10,000元/月

展品名录Banner 972*195px 5,000元/月

产品页Banner 1036*518px 1,000元/月



“励展通”套餐

铜牌套餐 银牌套餐

商机扫描帐户 * 1

可扫胸牌*3 00，名片 *1 00

APP展商V IP标签

1个月

¥5,000元

商机扫描帐户 * 1

可扫胸牌*3 00，名片 *1 00

APP展商V IP标签

1个月

¥15,000元

APP展商V IP标签

1个月

商机扫描帐户 * 1

可扫胸牌*3 00，名片 *1 00

APP展商V IP标签

1个月

¥30,000元

APP展商V IP标签

1个月

APP短信推送信息

1次

金牌套餐



联系我们

刘志岩 女士 / Judie Liu

+86 21 2231 7101

judie. l iu@rxglobal.com

杨捷 先生 / Tarry Yang

+86 21 2231 7113

tarry.yang@rxglobal.com

项丹 女士 / Betty Xiang

+86 21 2231 7149

betty.xiang@rxglobal.com

张瑶瑶 女士 / Yakira Zhang

+86 21 2231 7125

yakira.zhang@rxglobal.com

宋晨龙 先生 / Daniel Song

+86 21 2231 9129

Daniel .song@rxglobal.com

郭银郸 女士 / Gigi Guo

+86 21 2231 7034

gigi.guo@rxgloba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