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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饰在线（www.denggle.com）是博华优选旗下八站

之一，与家具软装、食品饮料、酒店商业空间、制药、食品

加工包装、游艇休闲旅游及清洁，各行业共同构成博华数字

生态圈，是中国·古镇国际灯饰博览会线上B2B采购贸易平台，

并在中国照明电器协会和中山市古镇镇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

下，为行业提供线上线下整合营销和贸易撮合服务，中、英

文双语实现内、外贸全覆盖。

网站提供室内装饰灯具、家居照明、商业照明、户外照

明、LED照明与技术、专用灯具、设备及加工技术、检测设

备、工具、配件组件、材料、配套服务等超170个产品类别，

覆盖灯饰行业上、中、下游全产业链，通过电脑端、移动端

和小程序，适应不同用户需求，为采购商和供应商提供不受

时空限制的全天候服务。

关于我们 About Us

关于灯饰在线
Denggle.com

浏览量

48,660,948

供应商

3,000+

访问人次

19,826,194

产品数据库

50,000+

数据更新周期：2021.1.1-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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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相关数据



关于我们 About Us

灯饰在线采购通小程序依托中国·古镇国际灯饰博览会和古镇灯饰生产设

备、原辅材料及配套服务展，汇聚源头厂货资源，打造B2B2P“展网融合”新

生态。覆盖灯饰照明上中下游全产业链，涵盖展会、线上商铺、虚拟展位、大

咖直播、品牌推荐、线上论坛、供需配对等服务。

平台采用大数据推荐和用户运营人工配对结合的形式，通过私域运营模式，

配合买家采购需求，筛选合适供应商提供报价。

灯饰在线采购通小程序
Denggle.com EZBuy

8大类别01

室内装饰灯具

商业照明

户外照明

设备及加工技术

家居照明

LED照明与技术

专用灯具

材料配套

营销活动02

电子邮件投放

社群/朋友圈投放

明人在线专家直播论坛

云端探厂/灯光探店/展位直击直播

产品推荐会/爆品特卖会/买家选品会

各类定制化专题活动

线下展会相关活动联动

数据报告03

商家数：3,050

产品数：32,699

精准配对采购群：14

询盘量：10,000+

累计用户数：100,700

数据更新至：2022.5.31



线上主流媒体

展会自媒体矩阵

官方网站

https://www.denggle.com

关于我们 About Us媒体矩阵 Online Promotion

资源配对共享群

社群

China (Guzhen)
International Lighting Fair

LinkedIn 

gz-lightingfair

YouTube

gzlightingfair

Instagram

guzhenlightingfair

Facebook

古镇灯博会

微博

古镇灯博会

抖音

灯饰在线采购通

小程序

古镇灯博会

小程序

古镇灯博会观展通

小程序

古镇灯博会小商城

小程序

古镇灯博会
视频号

古镇灯博会

公众号

古镇灯博会服务号

公众号 350,000+灯饰行业客商

数据库



网站会员套餐 Member Services Package

灯饰在线推出特色营销类定制服务，根据会员实际情况私人定制各渠道市场推广，实现品牌/产品深度

曝光，真正做到365天不限时空服务会员。

会员套餐
价目表

白银会员

¥ 600/展期

黄金会员

¥ 3,888/年

铂金会员

¥ 5,888 /年

钻石会员

¥ 8,888/年

商铺服务

·灯饰在线中英文商铺（电脑端/手机端/小程序）

·上传发布新品

·获取买家询盘

广告服务

·电子邮件营销 1次

·社群推广 1次

·参展商名录（展会官网以及小程序）

·展会会刊基础信息展示（电子版&纸质版）

·展位地贴

·电子邀请函

·官方营销活动 1次
（按实际策划社群特卖会、推荐会等）

增值服务

白银会员

¥ 600/展期

*仅限参展商

商铺服务

·灯饰在线中英文商铺（电脑端/手机端/小程序）

·上传发布新品

·获取买家询盘

·一对一指导操作商铺后台

广告服务

增值服务

·采购通专题推荐

·电子邮件营销

·社群及朋友圈推广

·参展商名录（展会官网以及小程序）

·展会会刊基础信息展示（电子版&纸质版）

·展位地贴（若参展）

·电子邀请函（若参展）

·官方营销活动 2次
（按实际策划社群特卖会、推荐会等）

黄金会员

¥ 3,888/年

原价：¥ 8,000

1次

3次

2次



商铺服务

·灯饰在线中英文商铺（电脑端/手机端/小程序）

·上传发布新品

·获取买家询盘

·一对一指导操作商铺后台

·优先精准配对

广告服务

增值服务

原价：¥ 10,000

·采购通专题推荐

·采购通推广页广告位（电脑端/手机端）

·首页置顶产品推荐

·中英文站首页横幅广告（电脑端/手机端）

·电子邮件营销

·社群及朋友圈推广

·微信推送软植入

·海外社交媒体推广

·参展商名录（展会官网/小程序）

·展会会刊基础信息展示（电子版/纸质版）

·展会电子会刊广告

1次

1个/月

1个/月

1个/周

2次/6个月；4次/年

2次/6个月；4次/年

1次

1次

1次

1次

1个/届

·电子邀请函（若参展）

·官方营销活动（按实际策划社群特卖会、推荐会等）

·线上展（企业、产品展示、展位直击）

·企业专访（专业媒体实地/展位/电话采访，3选1）

1次

1届/6个月；2届/年

1次1

网站会员套餐 Member Services Package

展商专享价

￥2,000 /6个月

/年￥3,100

铂金会员

¥ 5,888 /年

灯饰在线推出特色营销类定制服务，根据会员实际情况私人定制各渠道市场推广，实现品牌/产品深度

曝光，真正做到365天不限时空服务会员。

会员套餐
价目表

白银会员

¥ 600/展期

黄金会员

¥ 3,888/年

铂金会员

¥ 5,888 /年

钻石会员

¥ 8,888/年

现场展示

·展会现场电子屏广告

·展位地贴（若参展）

6个月:10秒；1年:20秒



网站会员套餐 Member Services Package

灯饰在线推出特色营销类定制服务，根据会员实际情况私人定制各渠道市场推广，实现品牌/产品深度

曝光，真正做到365天不限时空服务会员。

会员套餐
价目表

白银会员

¥ 600/展期

黄金会员

¥ 3,888/年

铂金会员

¥ 5,888 /年

钻石会员

¥ 8,888/年

商铺服务

·灯饰在线中英文商铺（电脑端/手机端/小程序）

·上传发布新品

·获取买家询盘

·一对一指导操作商铺后台

·优先精准配对

广告服务

增值服务

原价：¥ 15,000

·采购通专题推荐

·采购通推广页广告位（电脑端/手机端）

·首页置顶产品推荐

·中英文站首页横幅广告（电脑端/手机端）

·电子邮件营销

·社群及朋友圈推广

·微信推送软植入

·海外社交媒体推广

·参展商名录（展会官网/小程序）

·展会会刊基础信息展示（电子版/纸质版）

·展会电子会刊广告

3次

5个月

1个/月

1个/周

4次

15次

1次

1次

1次

1次

1个/届

·电子邀请函

·官方营销活动（按实际策划社群特卖会、推荐会等）

·线上展（企业、产品展示、展位直击）

·企业专访（专业媒体实地/展位/电话采访，3选1）

·独立陈列展柜

2次

2届

1次

2届

钻石会员

¥ 8,888 /年

现场展示

·展会现场电子屏广告

·展位地贴（若参展）

6个月:10秒；1年:20秒



网站广告位 Website Advertising

尺寸

2560*474

• 电脑端
尺寸

750*480

• 手机端

尺寸

1080*880

• 小程序

中文站-首页顶部大广告

• 展期当月：￥11,888/月

• 非展期当月： ￥5,888/月

数量：3个



网站广告位 Website Advertising

英文站-首页顶部大广告

• 展期当月：￥10,888/月

• 非展期当月： ￥3,888/月

数量：3个

• 电脑端

• 手机端

尺寸

900*550

尺寸

1477*431



网站广告位 Website Advertising

首页开屏广告

• 手机端

尺寸

540*620

• 小程序

尺寸

530*614

• 电脑端

尺寸

540*620

• 展期当月：￥8,888/月

• 非展期当月： ￥5,888/月

中文站 中英文站

• 展期当月：￥13,888/月

• 非展期当月： ￥8,888/月



网站广告位 Website Advertising

电脑端-首页产品分类广告

• 展期当月：￥3,888/月

• 非展期当月： ￥1,888/月

数量：8个

• 中文站

• 英文站

尺寸

480*630

尺寸

456*349



网站广告位 Website Advertising

产品推荐及站内排名
站点：电脑端、手机端、小程序

价格：￥500/月

• 移动端 • 电脑端
小程序

中文站 英文站 英文站

中文站



网站广告位 Website Advertising

• 厂商搜索推荐

厂商搜索推荐及站内排名
站点：电脑端、手机端、小程序

价格：￥1,000/月

中文站

英文站

小程序

• 厂商站内排名优化

手机中文站 手机英文站

*更多电脑端和小程序排名，可联系销售专员查看



网站广告位 Website Advertising

尺寸

2480x830

尺寸
750x420

• 电脑端

• 移动端 电子入场证独家广告
站点：电脑端、手机端、小程序

价格：￥30,000/届

每 届 曝 光 量 超 3 0 0 , 0 0 0 次

观 众 预 登 记 以 及 入 场 时 ， 均 会 展 示

尺寸

1170x208

尺寸

1170x208

登录/注册页面

电子入场证页面

小程序 • 

尺寸

1080x585

电子入场证页面电子入场证页面

登录/注册页面



营销服务 Marketing Services

社群/朋友圈同步推广

• 单次：￥500

• 体验价：￥400，每周1次，共4次（仅限参展商）

• 正式价： ￥3,600，每周2次，共8次

14个采购社群，10,000+位好友

A

A

B

A B

古镇灯博会

• 粉丝数：接近250,000   • 平均阅读量：1,500 • 推文工作时间：平均每周4次

古镇灯博会服务号

微信公众号推文营销

头条

• 展期当月：￥1,588/次

• 非展期当月：￥1,388/次

次条

• 展期当月：￥1,088/次

• 非展期当月：￥888/次

社群 朋友圈



营销服务 Marketing Services

A
B

电子邮件营销推广

逾35万灯饰行业客商数据库

中文邮件，2次

• 展期当月：￥2,888

• 非展期当月：￥1,888

英文邮件，2次

•  展期当月：￥2,888

•  非展期当月：￥1,888

中、英文邮件，各2次

•  展期当月：￥4,888

•  非展期当月：￥2,888

A

B

A+B



营销服务 Marketing Services

视频拍摄、剪辑、制作及营销服务
渠道：网站/视频号/抖音/Facebook/微信公众号

• 展位直击等展会现场：￥3,000/次

• 云端探厂等上门服务：￥8,000/次

* 均可提供英文主持



开通直播端口

明人在线冠名费

线上线下产品推介会/新品发布会等直播活动

定制化设计服务

服务：线上产品发布会/厂家直播

站点：网站/视频号/微信推文

价格: ￥1,800/次

站点：会议中心/网站/视频号/微信公众号

价格：￥10,000/次

服务：企业调研及30个创意设计方案（优先有偿独家使用权）

站点：网站/微信/展会现场

价格：￥30,000/次

服务内容：插播广告以及派发礼品

站点：网站/视频号/微信推文

价格：￥800/次

营销服务 Marketing Services



海外社媒广告独条推送

价格：￥1,000/条

* 含改写服务

• Facebook 粉丝数：56,000+ 平均阅读量：8,000

• Instagram 粉丝数：2,500+ 平均阅读量：300

Facebook

Instagram线上海外商贸配对会

主办方根据贵司目标产品及海外市场优选精准潜在买家，并定制海

外专题配对服务方案

• 优选海外潜在3-5位买家，一对一视频会议（每场会议20-30分钟）

• 中英文或小语种翻译服务

• 专业用户运营产品配对和视频会议服务

如需其他配套增值服务方案，可联系销售专员

• 专题供应商线上推荐会

• 线上商铺搭建、获取更多线上询盘量

价格:￥20,000/家

* 8家或以上即可开团

营销服务 Marketing Services



线上展会 Digital Event 

全球买家采购行线上展以线上线下一体化，打造展网融合新

生态为方向，大会以“云端拓市场，线上觅商机”为主题。通过

打造灯饰照明全产业链的“云端贸易盛会”，为摩拳擦掌的品牌

展商及逛展观众，提供线上沟通交流平台，帮助有意向采购的买

家提供高效直接的采购平台，帮助逛展观众获取最新的行业发展

趋势及产品技术资讯。

云展厅 云采购 云配对 云活动

线上商铺

虚拟展厅

电子会刊

新品发布

社群产品推荐会

爆款特卖会

选品配对会 云端探厂

灯光探店

明人在线

线下展

主入口电子屏广告

Logo墙

线上商铺服务（6个月）

·灯饰在线中英文商铺（电脑端/手机端/小程序）

·虚拟展厅（3D VR展厅拍摄）

·发布新产品

·获取买家询盘

·后台一对一操作指导

营销类服务

·云端品牌馆专题页展示位 1个

·社群产品推荐会（朋友圈同步发布） 2次

·爆款特卖会

·选品配对会

·外部媒体多渠道推广（百度、360、媒体等）

·微信公众号软植入推送 1条

·电子邮件展品快照推广 2个

·电子会刊

·云端探厂/灯光探店 1次
视频拍摄、制作营销服务（含英文主持）

·展会现场线上展商Logo墙 1个

·展会现场入场电子屏广告10秒 1个

线下联动服务

至尊参展商

¥ 9,000/位

线上商铺服务（6个月）

·灯饰在线中英文商铺（电脑端/手机端/小程序）

·虚拟展厅（3D VR展厅拍摄）

·发布新产品

·获取买家询盘

·后台一对一操作指导

营销类服务

·云端品牌馆专题页展示位 1个

·社群产品推荐会（朋友圈同步发布） 2次

·爆款特卖会

·选品配对会

·外部媒体多渠道推广（百度、360、媒体等）

·微信公众号软植入推送 1条

·电子邮件展品快照推广 2个

·电子会刊

·展会现场线上展商Logo墙 1个

·展会现场入场电子屏广告10秒 1个

线下联动服务

星级参展商

¥ 6,000/位

5,038,662

浏览量

1,951,471

访问人次
100+

专业及大众媒体

1,277

询盘

2022年全球买家采购行线上展（3.18-4.18）

数据报告



展期现场广告资源（展览期4天）

特定参展商：A/B/C馆中间通道以及D/E馆门口展位特定展商优惠

展会现场广告 Onsite Advertising

主入口LED屏

售价：￥10,000（10秒/次，2次/小时）

售价：￥28,000（30秒/次，2次/小时）

时间：9：00-17：00

尺寸：4*2.5(H)m

格式：图片/视频

*按展期实际时间展示

位置：B/C馆内

特定展商优惠：￥10,800/支

售价：￥ 30,000/支

尺寸：4*5 (H)m

*按展期实际时间展示

馆内吊旗

主入口:￥40,000/个

特定展商优惠：￥18,800/个

非主入口: ￥30,000/个

特定展商优惠：￥10,800/个

尺寸：5*3(H)m

*按展期实际时间展示

桁架广告牌



展期现场广告资源（展览期4天）

D/E馆门楣

特定展商优惠：￥19,800/个

售价：￥50,000/个

尺寸：25*6(H)m

*按展期实际时间展示

外墙广告

特定展商优惠：￥10,800/个

售价：￥40,000/个

尺寸：7.5*8.4(H)m

*按展期实际时间展示

展会现场广告 Onsite Advertising

特定参展商：A/B/C馆中间通道以及D/E馆门口展位特定展商优惠

封二、三：￥10,000/版

内页：￥2,000/版

尺寸：110*210mm

会刊广告



展期现场广告资源（展览期4天）
展会现场广告 Onsite Advertising

尊享价：￥9,000

售价：￥30,000

途经：展馆往返古镇轻轨站循环线

时间：9：00-17：00

尺寸：10.4*1.7 (H)m

位置：3 辆班车单面广告

轻轨接送车车身广告

尊享价：￥18,000

售价：￥60,000

途经：展馆往返镇内分会场循环线

时间：9：00-17：00

尺寸：3.6*1.2 (H)m

位置：12 辆班车单面广告

主分会场班车车身广告

尊享价:￥16,200

售价：￥90,000

途经：展馆往返机场循环线（广州/珠海）

时间：9：00-17：00

尺寸：8.8*1.7(H)m

位置：9 辆班车单面广告

机场接送车车身广告

尊享价：￥4,000/个

售价：￥10,000

时间：9：00-17：00

尺寸：7*3m

备注：可固定停放1 辆小型汽车

展馆主出口停车位

* 以上广告，按展期实际时间展示



展期现场广告资源（展览期4天）
展会现场广告 Onsite Advertising

一次性口罩广告

尊享价：￥20,000
售价：￥30,000

派发数量：25,000个

尺寸：17.5*9.5cm

派发位置：展馆检测入口

尊享价：￥8,000
售价：￥20,000

数量：8台

尺寸：

机身两侧面：0.8*1.8(H)m

机身顶正面：1.3*0.4(H)m

机身顶两侧：0.8*0.4(H)m

自动售卖机机身广告

尊享价：￥10,000
售价：￥30,000

• 免费自助饮水机7台

机身广告尺寸：底下三面50*40 (H) cm，

顶端一面50*120 (H) cm

• 一次性水杯10,000个/250毫升

尺寸：高：8.6cm ，上口径：7.5cm ，下

口径：5.3cm

饮水机架广告+一次性水杯

* 以上广告，按展期实际时间展示



Denggle.com EZBuy, Get Lighting in Easy Ways

灯 饰 在 线 采 购 通，线 上 匹 配 把 灯 购

方案定制

林女士

18028367577

Xingshan.Lin@informa.com

客户服务

伍女士

18022150803

Xiaoying.Wu@informa.com

中山古镇灯都博览有限公司

广东省中山市古镇镇灯都古镇会议展览中心二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