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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中国玻璃钢综合信息网

中国复合材料行业协会官网-中国玻璃纤维工业协会官网

广

告

方

案



400 9696 921

联系人: 于珍 www.cnfrp.com

网站优势

复材网是我国复合材料行业的大型综合信息服务网站，是中国复合材料行业协会唯一指

定的官方网站，也是行业里访问量最高的网站。建网 15 年来网站致力于为玻璃钢、复合材

料行业企业、关联单位和广大复合材料产品客户筑造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服务平台。

在为企业服务的多年实践中，我网已成为玻璃钢复合材料行业企业了解行业发展动向、

学习技术知识、寻求技术指导与支持的平台；亦成为玻璃钢制品生产企业，特别是玻璃钢原

材料生产企业、玻璃钢设备制造企业宣传企业产品、扩大行业知名度、了解上下游产业企业

的首选专业媒体，得到了行业专家、企业的广泛认可。网站自升格为中国复合材料行业协会

官网后，整合了更多优势资源，大大增强了其服务质量和辐射半径，也提高了国际关注度，

是您的企业扩大知名度、进行产品与品牌宣传的首选专业媒体。

网络广告优势：

网络已成为现代的主流传媒，网络广告与其他传统媒体广告相比具有其独特的优势，因

此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网络广告作为公司重大事件发布、新产品上市宣传、企业形象提升的

宣传媒体。网络广告的优势主要有以下几点：

1、网络广告是多维广告

网络广告是多维广告，它能将文字、图像和声音有机的组合在一起，传递多感官的信息，

让顾客如身临其境般感受商品或服务。

2、网络广告制作成本低，速度快，更改灵活

网络广告制作周期短，可以根据客户的需求很快完成制作，并且广告内容可按照客户需

要随时进行变更。

3、网络广告具有交互性和纵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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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性强是互联网络媒体的最大优势，通过链接，用户只需简单地点击鼠标，就可以从

厂商的相关站点中得到更多、更详尽的信息。另外，用户可以通过广告位直接填写并提交在

线表单信息，厂商可以随时得到宝贵的用户反馈信息，进一步缩短了用户和广告客户之间的

距离。

4、网络广告能进行完善的统计

网络广告通过及时和精确的统计机制，使广告主能够直接对广告的发布进行在线监控。

而传统的广告形式只能通过并不精确的收视率、发行量等来统计投放的受众数量。

5、网络广告传播范围广、不受时空限制

通过国际互联网络，网络广告可以将广告信息 24 小时不间断地传播到世界的每一个角

落。只要具备上网条件，任何人，在任何地点都可以阅读。这是传统媒体无法达到的。

6、网络广告具有价格优势

从价格方面考虑，与报纸杂志或电视广告相比，网络广告的费用是最低的。

网站具有【季度数据分析】【专家行业分析】【企业产品报价】【产品采购指南】

【企业最新动态】【行业新闻】【行业学习资料】【会议视频】【政策标准】

以下截图为网站首屏，中屏，内页网站广告位截图，根据广告位数字均有相应报

价及详细服务信息，如有疑问请拨打：400-9696-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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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号,首页第一屏通栏广告年价：6 万

本广告尺寸 574*75 像素，本广告位置醒目，宣传效果好，打开网站即可看到

本广告，可最大限度的提升企业形象，宣传企业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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赠送服务：复合材料信息网高级会员一年：（价值 3900 元）。

<复合材料>网刊杂志彩页宣传 3 期，杂志在行业展会，论坛会，年会，会员单位免费发放。

2 号，黄金广告位首页黄金广告年价：4 万

本广告尺寸 574*60 位于网站本广告位置醒目，宣传效果好，打开网站即可看

到本广告，可最大限度的提升企业形象，宣传企业产品。

赠送服务： 复合材料信息网高级会员一年：（价值 3900 元）

<复合材料>网刊杂志彩页宣传一期，杂志在行业展会上免费发放。

3 号，首页条幅广告年价： 3 万

本广告尺寸 284*80 像素，本广告位置醒目，宣传效果好，打开网站即可看到

本广告，可最大限度播放企业标志及名称，提升品牌影响力。

赠送服务： 复合材料信息网高级会员一年：（价值 3900 元）。

复合材料网刊杂志彩页二期，杂志在行业展会，论坛会，年会，会员单位免费发放。

4 号,首页通栏广告年价：4 万。

本广告尺寸 825*85 像素，是网站面积大最大的一种广告形式，广告位次自动循

环（8 个通栏广告一周自动循环一次），可最大限度的提升企业形象，宣传企业

产品，性价比高。

赠送服务：复合材料信息网高级会员一年：（价值 3900 元）可赠送杂志封面。

<复合材料>网刊杂志彩页宣传三期，杂志在行业展会，论坛会，年会，会员单位免费发放。

<复合材料>网刊杂志彩页宣传一期，杂志在行业展会上免费发放。

5 号,首页黄金广告年价：2 万

本广告尺寸 380*85，位于网站首页行业资讯下方，可最大限度播放企业标志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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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提升品牌影响力。

赠送服务： 复合材料信息网高级会员一年：（价值 3900 元）

<复合材料>网刊杂志彩页宣传一期，杂志在行业展会上免费发放。

6 号,信息栏小条幅广告位年价：1 万

本广告尺寸 240*85 位于网站的名企推荐，可播放企业标志及名称，提升品牌影响力。

赠送服务： 复合材料信息网高级会员一年：（价值 3900 元）

<复合材料>网刊杂志彩页宣传一期，杂志在行业展会上免费发放。

7 号,通栏广告位年价：2 万

本广告尺寸 375*85 位于网站首页的通栏广告，最大限度播放企业标志及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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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企业产品。

赠送服务： 复合材料信息网高级会员一年：（价值 3900 元）

<复合材料>网刊杂志彩页宣传一期，杂志在行业展会上免费发放。

8 号,产品广告位年价：8000 元

本广告尺寸 190*90 位于网站首页的流动广告，以播放企业标志为主，不断在新

老客户面前展示，提高品牌影响力。

赠送服务： 复合材料信息网高级会员一年：（价值 3900 元）

<复合材料>网刊杂志彩页宣传一期，杂志在行业展会上免费发放。

9 号,内页顶端广告位年价：2 万



400 9696 921

联系人: 于珍 www.cnfrp.com

本广告尺寸 413*85 位于网站内页，打开任何一则新闻，信息，页面都可进入

内页，以播放企业产品为主，推广新产品及企业品牌，性价比较高。

赠送服务： 复合材料信息网高级会员一年：（价值 3900 元）

<复合材料>网刊杂志彩页宣传三期，杂志在行业展会上免费发放。

10 号,内页黄金广告位年价：1.5 万

本广告尺寸 325*90 位于网站内页右侧，打开任何一则新闻，信息，页面都可进

入内页，以播放企业产品为主，推广新产品及企业品牌，性价比较高。

赠送服务： 复合材料信息网高级会员一年：（价值 3900 元）

<复合材料>网刊杂志彩页宣传一期，杂志在行业展会上免费发放。

以上是我网为您建议的广告及宣传方案，不当之处及广告细节可再进一步商谈。

复 材 网 服 务 项 目
中国复合材料信息网（原中国玻璃钢综合信息网），是中国复合材料行业协

会唯一指定的官方网站，也是行业里访问量最高的网站。建网 14 年来网站致力

于为玻璃钢、复合材料行业企业、关联单位和广大复合材料产品客户筑造一个全

方位、多层次、立体化服务平台。

合作单位提供以下服务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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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门户网站

1.复材网网站广告位，可播放企业标志及名称，加大企业品牌宣传力度；

2.获得复材网高级会员专属的登陆“用户名”、“密码”，查询网站所有信息；

3.打造属于企业自己品牌的“电子商务交易平台”， 其中包括公司介绍、供

应产品、新闻中心、荣誉资质等，完善企业内容，使其他会员对贵公司的了解更

加透彻，将企业产品入驻到【采购指南】系统，查询、回复客户反馈信息，以此

推广企业产品；（客服每天发布企业供应信息，维护企业商务平台）

4.网站有影视中心频道，会员可随时点播复合材料行业的重要会议、会展、

专家讲座、企业专栏的视频资料；

5. 合作企业举办活动，我们提供免费提供录像，制作宣传片，上传到复材

网，增加客户的浏览量，提高企业知名度；

二、微 信

1.周一至周六，网站客服人员在微信公众平台（关注近万人）、微信群、

QQ 群发布网站信息，增加人均浏览量，现网站平均近五千访问量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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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现推出复合材料一周报业务，在微信公众平台专门设置一栏发布行业企

业的最新行业消息，增加了语音播报功能，方便快捷，客户以及网友可随时关注

复材网公众号，了解企业第一资讯；

三、邮 箱

合作单位重大新闻，定期制作复材报以邮件的形式发送到客户邮箱里，（目

前数量八千左右）增加企业之间的交流与合作；行业的最新动态发送企业邮箱，

了解行业最新资讯。

四、复材网杂志

《复合材料》杂志中，有我国行业的最新的海内外动态新闻，近期的行业会

议、企业会议，广告客户印有宣传彩页，最大限度的宣传企业名称及产品。

《复合材料》网刊杂志一年印刷六期，全年印刷一万本，现共发行到 26 期。

杂志发放对象：

1.中国复合材料工业协会和中国玻璃纤维工业协会举办的所有会议上发放。

2.中国上海复合材料展览会及所有展位发放。

3.复材网举办的所有会议上发放。

4.中国北京风能展览会发放。

5.法国 JEC 复合材料展览会发放部分中国企业。

复材网全年参加所有活动均有发放网刊杂志。

杂志在网站均有电子版《复合材料》网刊杂志 ，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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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分布：

我们网站的浏览群全国各地都有，其中山东，河北，江苏，浙江，四川，广东浏览人数较高。

Alexa 排名

世界网站排名 4 万位，国内网站排名 1684，其他行业网站均在百万位。

百度统计:网站主页访问量，网站平均每天4000-5000访问量以上。（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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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影响力：

中国复合材料信息网（原玻璃钢信息网）是复合材料行业里第一家做行业网站，经过

十四年的发展，知名度日益提升，一直在行业网站中保持访问量排名第一，得到行业人士认

可，可以说是行业第一网络媒体,2013 年被中国复合材料行业协会指定为官方网站。

网站品牌力：

本网有专业的专家团队支持，提供的各方面信息得到了大家的共识，在行业内有着较高

的知名度，美誉度以及话语权，每年组织较大型论坛会议，为客户提供面对面交流，获取信

息极佳通道。

网站吸引力：

为了更好地为客户提供服务，我们广泛征求企业与客户的意见和建议，精心设计、开发了

数十种系统服务项目，如：功能强大的会员网上办公系统；超级细化的采购指南系统；域名

独立、集展示性、交互性于一身的商务平台系统；行业展会等重大活动的全程跟踪报道，提

供庞大详实的资料库。本站现有上千家的复材企业会员，已经成为复材行业不可忽视的力量。

网站的商业价值：

为企业做到了产品以及企业形象的广泛宣传推广，提升企业在行业内的品牌影响力，挖

掘了企业文化的市场潜力，日积月累为企业带来了可观的商业效益。

网站的社会价值：

在信息时代，在行业整合阶段，网站为复材行业的发展提供了推动力量。

网站自身设计价值：

为适应复材行业的发展，网站布局与设计采用了更加灵活的方式，便于企业客户操作与应

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