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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成立于1996年，中国瑞士商会是唯一一个在中国大陆正式官方登记注册的非营利性、非政府商
贸组织性的瑞士商会。商会的主要目的是促进瑞中两国间的商业关系，加强两国政府和机构间
的政治与经济联系。瑞士商会与瑞士及中国官方机构的密切联系将有助于在华瑞士企业和与
瑞士有商业往来的中国企业之间的交流。我们共有四个办公室，分别在北京，上海，华南及
西南有超过600个会员。 

中国瑞士商会推广活动

我们在中国主要城市及地区（北京，上海，华南，西南地区）设立办公室并在香港，苏黎
世，日内瓦和卢加诺等有相关组织，中国瑞士商会为会员及联营公司提供广泛的推广和曝光的
解决方案，以帮助他们获得在华中瑞商界及社会的潜在客户和业务合作伙伴。

请您访问下方相关网页，了解各办公室为您提供的公司曝光和推广解决方案。本文旨在简明扼
要的为您介绍相关媒体包, 若有需求，我们也可以为您提供量身定制的解决方案。

定制方案

请注意，在这个文件显示广告的价格是一个媒体包的一部分，仅针对单一曝光渠道, 如果您想通
过多种渠道扩大你的知名度，或结合现有的活动赞助方案进行推广，我们将很乐意为您提供量
身定制的服务。

新网站

中国瑞士商会很高兴宣布上线全新网站以继续为我们的会员提供更好的信息服务及用户体
验！采用新技术，swisscham.org现在不仅可以在您的计算机上浏览，亦可兼容平板电脑和手
机。重新设计的网站，将为您带来更好的用户体验，您可轻松找到所需的所有信息。网站同时
提高会员的可见度，全新界面企业名录将为会员提供更好的展示机会。

预知更多详情，请联系各地中国瑞士商会。（联系方式见末页）



《桥》季刊杂志

概念 
• 中英文双语,专业设计的商业出版物。
• 全面覆盖重要的中瑞商务、社会和文化主题。

发行与读者
1) 电子版3000读者及纸质版2000读者
2) 超过一万以上的中国大陆、香港和瑞士的读者
3) 在瑞士国际航空公司商务舱展示，北京-苏黎世，上海-苏黎世，香港-苏黎世
4) 所有商会会员（首席执行官，总经理，决策者，瑞士政府官员）
5) 中国瑞士商会活动展示 (圆桌会议、商务研讨会、社交活动、大型活动等）
6) 五星酒店、瑞士大使馆及领事馆。

亮点

聚焦：超过 5000 中国相关读者
 读者群为中国一线经理及其行政工作人员  

覆盖范围超过 1000 家在华瑞士公司

              11’000  RMB      10’000 RMB
              10’000  RMB      9’000 RMB

10’000  RMB      9’000 RMB
10’000 RMB      9’000 RMB
8’000  RMB      7’000 RMB

5’000  RMB      4’000  RMB

15’000  RMB     12’000  RMB

* 封底内页或首页
** 主席页面介绍对面和内容页之后页面
***只在上海和北京发行享受较低折扣

多期可享额外折扣

会员享20%折扣 广告选项和价格

整个页面 (A4)
封底  
封面  
位置A* 
位置B** 
标准位置  

半页 

插页*** 

广告和文章 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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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页广告:   216 mm (宽) x 291 mm (高), 出血 
半页广告： 177 mm (宽) x 118 mm (高), 出血可有可无1/4
页广告： 89 mm (宽) x 118 mm (高), 出血可有可无

分辨率：300像素或更高



时事通讯 

• 近期活动通告

• 分发给中国瑞士商会所有会员和朋友
(在北京约 4000 位联系人, 上海约 4000 位联系人)

如需咨询广告选择和价格(电子邮件营销及横幅广告)，       
请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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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瑞士商会所有网站的有效期(首页+北京/上海/广州/重庆页面)。
只在一个地区为半价。价格均不含税。

签名

商会横幅，电子邮件签名和时事通讯中展示公司商标。
仅限会员：20’000 每年

网站

价格
人民币

横幅* 
主页面：301 x 137 像素
内容页：200 x 100 像素

商标* 
顶部：仅限战略赞助
底部：200 x 50 像素

期限 会员 非会员 会员 非会员

1年 28’800 36’000 14’400 18’000

6个月 19’200 24’000 9’600 12’000

3个月 9’600 12’000 4’800 6’000

展示更多兼容性更强用户体验更好



活动推广

- 2次微信推送

- 1次电子邮件推送

- 在中国瑞士商会网站活动或培训页面推广

会员方案：
3,000 元人民币

非会员方案：
5,000 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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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享40%折扣 



年度赞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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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信息：
SwissCham Beijing

Ms. Daniela REINAU
[T] + 86 10 8468 3982
[E] daniela.reinau@bei.swisscham.org

SwissCham Shanghai

Mr. Peter BACHMANN
[T] + 86 21 5368 1270
[E]p.bachmann@sha.swisscham.org

SwissCham South China

Ms. Zoey Egli 
[T] + 86 189 2341 8044
[E] zoey.egli@swisscham-gz.org

SwissCham South-West China 

Mr. Dominik Widmer
[T] + 86 23 6788 0606
[E] dominikwidmer@msn.com

免责声明：

请注意，所有在此文中的媒体包和曝光建议都是基于可行性。中国瑞士商会保留在任何时候修改价格和广告方式的权利。

白金套餐 黄金套餐

价格 （人民币净价） 100,000 60,000

会
员

公司会员 (3个区域，北京/上海/广州/重庆)
一个免费名额参加相关商会活动
特别定制活动（例如：公司参观）

a
a
a

a
a

-

签
名

在所有活动横幅上刊登公司商标 (北京/上海)
电子邮件签名上展示公司商标 (北京/上海/广州/重庆)
通讯上显示公司商标 (北京/上海/广州/重庆)

大
1年
1年

中
1年
1年

 杂
志

    
    

   网
站

在网站上展示公司标志 (首页+北京/上海/广州/重庆)
时事通讯上免费发布公告 （北京/上海/广州/重庆）
微信上免费发布公告 （北京/上海/广州/重庆）
在«桥»杂志上刊登广告
在«桥»杂志上刊登公司商标及鸣谢

顶部 + 底部 *
2 x
2 x
 2页
a

底部 *
1 x
1 x 
1页

-

* 适用于中国瑞士商会所有网站
(首页+北京/上海/广州/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