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品与服务
目录

2018

 globalpets.community
info@globalpets.community
+31-33-422833

 petsinfo.net
info@petsinfo.net
+31-33-422833



2 产品&服务目录2018

产品&服务目录 2018 你的全球宠物行业平台

产品和服务
印刷服务  12线上服务 6 面对面 18

发行信息 12
广告 16
软文广告 17
公司介绍 17 

封面图片 16
自有品牌杂志 17
紫皮书指南赞助商 17
版块赞助商 16
跨页广告 16

全球影响 6
学院课程 11
横幅 （时事通讯） 8 
广告标语（网站） 8
群发邮件 8
招聘广告 9
报纸 （即 白皮书） 9 
“查找”项的定制服务 7
社交媒体活动 9

近期活动 18
参加会议 19
礼品袋 19
赞助 19
展台 19

市场营销日历   4

出版时间表 2018   14 

广告类别  15

广告图片格式要求    15

联系我们      封底

前期准备...
第一步

决定您的广告目标
第二步

决定您在2018年的关键
时间点

第三步
选择产品和服务

建立品牌或者加强品牌 我们推荐您选用印刷宣传、网络宣 
 传以及面对面商谈的综合服务。

 三者之间优势互补，此组合能够增 
 强您的推广效果。

提高知名度                                  我们建议您在“查找”项目、邮件
宣传和网站标语上为公司建立一
个优质的简介

产品介绍                                     我们建议您采用传统广告（或纸
媒软文广告）和学院课程的形式
向您的商业伙伴提供信息和说
明。

寻求商业合作伙伴                     除了与目标伙伴邮件通信，在“查 
 找”项目、软文广告和广告标语上 
 刊登优质的公司简介以外，我们建 
 议您参与“全球宠物”论坛，以拓 
 宽寻找商业伙伴的渠道。

您可以在第四页和第五页介绍的产
品营销日历上列举重要的产品介绍

以及您即将参与的商贸活动。

选择适当的商业时间点对于打造
您的品牌知名度是十分重要的。
再者，对刊登广告的通讯报刊进
行筛选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环。

 
深入了解我们提供的产品及服
务项目，详见第六页（线上服

务）、第十二页（印刷服务）和
第十八页（商业会晤服务）。

第四步
联系我们获取特别定制的方案

联系您当地的代理（详见封底）。
当地的代理会向您推荐价廉质优、专属定制的活动方案。

你将会收到一份量身定做的提案。

商业会晤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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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能开发
联系您的客户？
为完成贵司的市场营销及销售目标，我们向您推荐高效优质的市场营销工具、产品和服务。 

在本目录中，您可了解我们所提供的全部信息传播工具及产品的目的：
•  建立和改善企业形象和品牌知名度；
•  向市场推出新产品以及组织各类活动；
•  着手建立人脉关系，在您和潜在的商业伙伴之间建立联系。

我们在市场调研中发现：
•  被访者表示其对社交媒体的关注度会持续上涨，75%的受访者肯定纸媒广告在实现b-to-b（企业对

企业的电子商务模式)中的重要战略地位。

• 80%的受访者表示自己更喜欢阅读纸质版的PETS International（《宠物国际》）杂志；

•  将近80%的受访者与PETS International （宠物国际）保持密切联系，并高度评价本公司为一个诚信
可靠、效果突出的创新型商业伙伴；

• “寻找” （详情见第六页和第七页）
• 报纸 （详情见第九页）

我们能够在您与国际宠物公司的主要决策者之间建立联系。目前我们所拥有的客户、读者数量超过
38000，遍布全球130多个国家。

加入“环球宠物社区”，体验我们为您提供的印刷、线上以及商务会晤服务。

让我们携手合作，一起为您的市场营销和销售目标寻找最佳的方案。 

Corine van Winden, CEO

首席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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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市场营销日历 2018 

D J F M A M J

1月24-26日 3月21-23日 5月8-11日

全球趋势
人类食品和宠物食品趋势 • 食品安全

时尚趋势 • 改变生活的技术
宠物零售 • 品牌和自有品牌

全球市场数字

自1988起  |  2017年6月

全球趋势
人类食品和宠物食品趋势 • 食品安全

时尚趋势 • 改变生活的技术
宠物零售 • 品牌和自有品牌

全球市场数字

自1988起  |  2017年6月

全球趋势
人类食品和宠物食品趋势 • 食品安全

时尚趋势 • 改变生活的技术
宠物零售 • 品牌和自有品牌

全球市场数字

自1988起  |  2017年6月

全球趋势
人类食品和宠物食品趋势 • 食品安全

时尚趋势 • 改变生活的技术
宠物零售 • 品牌和自有品牌

全球市场数字

自1988起  |  2017年6月

天然
是
新

紫色指南2017 | 回归自然

标准

1 2

1

3 4

6月1日4月6日2月6日1月19日

活动:.......................................................................................................................

........................................................................................................................................

........................................................................................................................................

目标:.......................................................................................................................

开始:.......................................................................................................................

结束:.......................................................................................................................

活动:.......................................................................................................................

........................................................................................................................................

........................................................................................................................................

目标:.......................................................................................................................

开始:.......................................................................................................................

结束:.......................................................................................................................

产品发布: .......................................................................................................

........................................................................................................................................

........................................................................................................................................

目标:.......................................................................................................................

开始:.......................................................................................................................

结束:.......................................................................................................................

产品发布: .......................................................................................................

........................................................................................................................................

........................................................................................................................................

目标:.......................................................................................................................

开始:.......................................................................................................................

结束:.......................................................................................................................

全年：寻找 |  邮件及时事通讯  | 环球宠物社区  |  环球宠物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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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版本:

Forum Asia

JJ A S O N D

1月23-25日11月11月8月22-26日 9月19-21日

全球趋势
人类食品和宠物食品趋势 • 食品安全

时尚趋势 • 改变生活的技术
宠物零售 • 品牌和自有品牌

全球市场数字

自1988起  |  2017年6月

全球趋势
人类食品和宠物食品趋势 • 食品安全

时尚趋势 • 改变生活的技术
宠物零售 • 品牌和自有品牌

全球市场数字

自1988起  |  2017年6月

全球趋势
人类食品和宠物食品趋势 • 食品安全

时尚趋势 • 改变生活的技术
宠物零售 • 品牌和自有品牌

全球市场数字

自1988起  |  2017年6月

天然
是
新

紫色指南2017 | 回归自然

标准

6 7

2

5

9月7日 10月12日 11月23日

6月25-28日

ParkZoo

活动:.......................................................................................................................

........................................................................................................................................

........................................................................................................................................

目标:.......................................................................................................................

开始:.......................................................................................................................

结束:.......................................................................................................................

活动:.......................................................................................................................

........................................................................................................................................

........................................................................................................................................

目标:.......................................................................................................................

开始:.......................................................................................................................

结束:.......................................................................................................................

产品发布: .......................................................................................................

........................................................................................................................................

........................................................................................................................................

目标:.......................................................................................................................

开始:.......................................................................................................................

结束:.......................................................................................................................

产品发布: .......................................................................................................

........................................................................................................................................

........................................................................................................................................

目标:.......................................................................................................................

开始:.......................................................................................................................

结束:.......................................................................................................................

印刷服务，第12页

商业会晤服务，第18页

线上服务，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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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产品及服务

48%

%

%25%
  2

%  3

21

线上
  针对目标客户群的拓展以及提高网站访问流量，线上推广是一个经济实惠、方便快捷的
选择。

“环球宠物社区”是宠物行业专业人士的首选平台。在此平
台刊登的广告能保证贵司品牌在全球宠物行业的核心位置
上，以及提高品牌曝光率。

线上传达率   13,000个目标邮件地址
邮件阅读率   17%(基准是13.6%)

标语点击率  2.8%(基准是2.3%)

在线地址目录

“查找”
“查找”是一个全新的平台，能够在全球
范围的宠物行业公司之间建立联系。

给您带来的好处有：
• 在寻求国际商业合作伙伴上更加简便有效；
• 确保贵公司信息能被查找并查阅，更新率高。注册基本

公司信息可以享受免费服务，您还可以自主选择升级成
为会员（高级、高级+或者铂金会员）。想要达到最佳
效果，我们向您推荐铂金会员服务。

• 您可以管理自己的公司简介信息，在确保其更新率与
准确率的前提下，一切都更加简便。

全球在线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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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pets.community

数据 公司名字、地址、电邮、网站和公司活动

可寻性/ 仅在搜索结果显示公司名字，按照字母顺序
搜索结果 显示，排在铂金、高级+和高级的会员公司	
	 之后。

价格 免费

普通

精心制作的线上公司陈列，能够让您突出贵公司独一无二
的营销主张。

数据 定制化网页，内容包括公司历史、品牌介绍、	
	 产品及服务、证书等。无限制联系人信息及	
	 详细的联系方式。您还可以上传公司图片、	
	 视频、文章和白皮书

可寻性/ 最靠前的排名和最高的可见度
搜索结果

目的 通过创造登录页面展示贵司，吸引客流至	
	 贵司网站

价格 900欧元／年

铂金

通过添加公司的徽标提升公司的曝光率

数据 公司名字、地址、电邮和网站、商业活动、徽	
	 标、商业名字、国家、多个地址、多个网站、	
	 最多五名员工的联系方式

可寻性/ 徽标、公司名字和所在国家会在搜索结果中
搜索结果 显示

价格 295欧元／年

高级

详细的公司简介，配上额外的文字描述

数据 公司名字、地址、一般电邮和网站，商业活	
	 动、徽标、商业名称、国家、多个地址、多个	
	 网站、最多五名员工的联系方式、文字描述

可寻性/ 在搜索结果里显示贵公司徽标、文字描	 	
	 述、搜索结果公司名字和所在国家

价格 490欧元／年

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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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新的商业伙伴访问贵司网站 

目的 建立品牌
	 寻找新的商业合作伙伴
	 推广产品

成效 增加网上曝光率	
	 提高网站访客流量	
	 切实的销售线索

可用 globalpets.community 

 globalpets.academy 

尺寸 728 x 130 像素

条件 每个位置最多放五个横幅

价格 695 欧元／月 

 可以优先选择广告刊登位置	

直接发送至读者邮箱，吸引（新）商业伙伴访问您的主
页并提高流量 

目的 建立品牌 

 寻找新的商业合作伙伴 

 推广产品

成效 增加网上曝光率	
	 增加网站访客流量	
	 切实的销售线索

可用 全球宠物新闻简讯

频率 每周一 

尺寸 566 x 73 像素

条件 每条新闻简讯只能五个横幅

价格 695 欧元／月 

 可以优先选择广告刊登位置 

网站标语 时事简讯标语

通过邮件向目标受众传递具体的信息。充分利用 “PETS 

International” 和 “Global PETS” 的全球数据库

目的 推广产品
	 寻找新的商业合作伙伴

成效  有针对性地投放	
	 曝光率	
	 品牌和产品知名度	
	 切实的销售线索 

报告 收到详细的电子邮件表现报告 

形式 定制化活动

价格 价格详洽，1,599欧元起

群发邮件

在线产品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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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全球宠物和宠物国际的媒体渠道来开展一个社会活
动，以增强品牌在全球宠物行业的知名度。 

目的 传播知识、宣传能力和品牌信息

成效 定制化的独特曝光 

 品牌知名度

平台 领英、推特、电邮新闻简讯	

形式 定制化活动

价格 视具体项目而定，价格详洽 

详情参照 globalpets.community/specs

在全球宠物的媒体发布招聘广告，在全球宠物社区寻找新
的人才。 

目的 寻找新的人才或者有经验的专业人士

成效 快速高效的招聘
	 全球宠物市场的新联系人信息

平台 电子邮件新闻简讯、领英、杂志

形式 公开招聘或匿名的

价格 视具体项目而定，价格详洽

社交媒体方案 人才招聘

《环球宠物报》是一个集文章、白皮书和其他内容的充满活
力的平台，涵盖了宠物行业的相关话题，同时也是您直接分
享行业知识的完美平台。

目的           与专业知识领域连接

	 传播行业知识、提升公司竞争力
	 推广品牌信息

 
成效 长期曝光
	 独特的定制化曝光	 	
	 品牌知名度

形式 文章、白皮书或者广告	 
 globalpets.community

价格 价格详洽，可以要求报价

报刊

globalpets.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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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产品和服务

环球宠物学院是宠物行业中一个遍布全球的
教育性机构。欢迎您加入成为其中一员。在
这里，您可以与员工、分销商、客户或零售
商员工分享您宝贵的行业知识。

全球宠物学院

您所面临的挑战

如何让你的员工、分销商、零售商明白这么多信息。
 
 

对您有什么益处？

•  与雇员、经销商、客户或零售商员工分享您的行业知识。 
• 
•  省时省钱：网络学习可以减少离开办公室的时间，减少出行开

支，促进销售。此外，你们的教育活动可以外包。 
• 
•  传递一个一致的信息。与全世界的从业者共同学习。
• 
•  世界各地的从业者可以在任何时间和地点，按照自己的节奏

学习。

我们的解决方案

一个网络学习平台，承载量身定做的课程。
 
 
 
如何操作？

•  开发自己的课程，教育您选择的目标群体。
• 
•  修改现有的教学材料，或者创造全新的网上培训内容。
• 
•  在您开发课程的过程中，你会获得指导，模版和支持。 

• 
•  必要时，更新您的课程。 
• 

欲了解更多的详情：

访问：globalpets.academy跟进课程“全球宠物学院介绍

学习，成长&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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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pets.academy

价格
量身定做的网络学习课程：第一年的费用是6500欧元，以后每
年有50%的折扣

套餐包括：
•  课程
•  简介、说明文件和支持
•  针对如何开发良好的教学课程的意见
•  课程评估和审批
•  将内容转写成网络学习格式
•  把课程内容输入网络学习系统
•  创造学生账号

此套餐所含的技术支持小时数为24小时。一般情况下此小时数
已能满足您的需要，视所提供内容的质量可再作商定。
额外的技术支持小时数或内容创建指导小时数，每小时价格为
65欧

不包括：
•  翻译和编辑
•  视频、图像及音频的创作编辑
•  使用材料的知识产权，以及可能产生的住宿、差旅费用
以上的任何事项可以分开报价

可以讨论白标网络学习环境

与您沟通后为您量身打造学习方案

联系人
Maria van der Schalie  

学院经理
maria@globalpets.academy

+31 33 422 58 33

“产品培训是我们市场营销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我们有动人的故事，把信息传递给全球广泛人群

的能力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

Graham Smith, Fish4Dogs 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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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产品和服务

厂商

分销商

零售连锁／中心

其他读者

The general, marketing, 
buying, sales, product 
managers of

100%

2 5

53

40

管理

欧洲

美洲

亚太圈

非洲

分散的分销

136

3 1

26

29

41

国家

读者简介 全球分销

《宠物国际》是国际宠物行业中主要的行业贸易杂志，也是全
球宠物行业专业人士最重要的信息来源。

杂志

宠物国际

印刷服务
全球宠物的印刷产品是高质量的出版物、

高质量的内容、国际影响、设计

印刷 10,000册，38,000多读者
在线发布  13,000多电子邮件

对您有什么益处？
•  宠物国际是宠物行业最重要的行业杂志
•  读者（每期3，8000名）来自全球130多个国家的宠物行业的决

策者
•  每期涵盖几个特殊主题，包含趋势，市场信息和公司介绍

广告选择
•  适合任何预算的各种广告选择
•  可提供撰稿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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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与国际宠物主刊无缝对接：深入探讨宠物行业
的相关主题，每年出版两次。

对您有什么益处？

紫皮书指南

地址目录

•  紫皮书指南以其高相关性的话题是您与行业保持紧
密联系的最佳平台

•  封面引言广告位或专栏广告位

广告选择
•  仅限整版或半版广告，紫色指南不提供小篇幅广告
•  可提供撰稿服务

发行
紫色指南是作为宠物国际杂志的补充刊物，每年出版
两次

b-to-b （企业对企业的电子商务模式）

对您有什么益处？
•  找到国际宠物行业数以千计的公司的联系方式、包括联系人、电

话号码、电子邮箱。 
•  有印刷版本还有网上互动版本：“寻找”（详情见第6页）

广告选择
•  各种尺寸的广告。 

详情见15页-17页。
•  丰富贵司的简介，帮助公司脱颖而出。 

更多选择，请详见第7页

 globalpets.community

买家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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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服务目录

2018出版计划
最新版本可以在以下网站找到： globalpets.community/2018

出版物 主题 文章截止日期 广告截止日期 出版

杂志 #1 
2018年2月

30周年特刊
 可持续的宠物食物
 可持续的宠物用品
 创新，可持续的生产方法
 全球宠物展览会 2018
 绿色营销
 北欧的宠物市场

2017年11月17日 2017年12月8日 1月19日

杂志 #2 
2018年3月

在Interzoo前的期刊
 功能食品和补充剂
 体育和户外
  营养和普遍的宠物健康问题
 为2018年的Interzoo做准备
 多文化的消费主义
 俄罗斯的宠物市场

2017年12月15日 1月26日 2月23日

紫色指南 #1 
2018年3月

品牌和自有品牌 2017年12月1日 1月19日 2月23日

杂志 #3 
2018年4月

Interzoo 2018 期刊
 狗粮猫粮
 狗和猫的配件
 健康
 新的蛋白质来源
 Interzoo 2018
 可持续包装
 欧洲的宠物市场

2月16日 3月2日 4月6日

杂志 #4 
2018年6月

全球趋势期刊
 全球趋势：宠物食物
 全球趋势：配件
 植物
 全球趋势：零售
 全球宠物市场动态

3月30日 4月20日 6月1日

杂志 #5 
2018年9月

 干净的标签
 宠物用品和物联网
 宠物美容和护肤
 宠物技术的创新
 全球宠物亚洲论坛 2018, CIPS 2018
 物联网市场营销
 东南亚的宠物市场

7月6日 7月27日 9月7日

杂志 #6 
2018年10月

 优质宠物食物
 啮齿动物和稀有宠物
 水族馆
 宠物湿粮的生产趋势
 全球宠物论坛 欧洲 2019
 供应链 4.0
 南美的宠物市场

8月24日 9月14日 10月12日

紫色指南 #2 
2018年10月

采购、进口和出口 7月6日 7月27日 10月12日

杂志 #7 
2018年12月

 宠物零食
 前卫的设计
 宠物护理最新趋势
 饲料配方
 定价和利润策略
 印度的宠物市场

10月5日 10月26日 11月23日

营销活动 国家食品 配件 成分和生产宠物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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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balpets.community

印刷广告选择
杂志、紫色指南和买家指南

广告 成本 位置 尺寸 出血版

封面图片 € 6,395

紫色指南赞助商 € 4,195

版块赞助商 € 4,195

跨页广告 € 4,840 416 x 273 mm 每边加 3mm

整版广告 € 3,495 208 x 273 mm 每边加 3mm

半版广告 € 2,595 竖版 101 x 273 mm 每边加 3mm

竖版 90 x 218 mm

横版 208 x 131 mm 每边加 3mm

横版 186 x 106 mm

三分之一页广告 € 1,995 仅限竖版 68 x 273 mm 每边加 3mm

四分之一页广告 € 1,495 仅需 90 x 106 mm

软文广告 * € 595 四分之一页

公司简介 * € 3,040 整版

自有品牌杂志 * 按要求 可以讨论

印刷传单／插页 * 按要求 201 x 270 mm 每边加 3mm

印刷广告折扣
5%的折扣 每年3个印刷广告
15%的折扣 每年4、5、或者6个印刷广告
20%的折扣  每年7个或以上的的印刷广告

公司简介和横幅额外收费，具体看合同的规模。.

* 以下情况没有折扣：

优先广告位置
右侧广告位和优先广告位加收10%的服务费。

所有杂志和附录的广告也会在网上出版，不收额外的费用。 

分辨率
图片的分辨率应为300dpi

技术规格: globalpets.community/spe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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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产品和服务

封面照片使您的品牌直接向所有（《宠物国际》的纸质版或

电子版）读者曝光。也是我们为品牌建立提供的最为显眼的

位置。

目的 建立品牌及企业形象

成效 企业身份高曝光率 

可以和宠物国际品牌杂志连接

可刊登范围 杂志 

紫色指南（紫色指南赞助广告详情见第17页）

形式 封面图片加公司简介和同期杂志的一篇软文

价格 6,395 欧元

一个跨页广告能够达到最大的曝光效果，也是向全球宠物行

业传递贵司品牌信息的完美方法。

目的 打造品牌形象 

品牌知名度

 建立品牌 

成效 曝光率高 

品牌知名度

可刊登范围 杂志 

紫色指南

 买家指南

条件 跨页广告 

价格 4,840欧元

与一个版块和一系列的主题文章捆绑，比如，宠物食品成

分、时尚趋势、宠物美容和宠物护理等。

目的 把品牌与贵司的核心专长连接在一起

成效 企业身份高曝光率 

和专业领域连接

可刊登范围 杂志 

紫色指南

形式 版块介绍图片，结合公司简介和同期杂志的软文

价格 4,195 欧元

以不同的形式传递具体信息或开展专题活动。

目的 传递具体的信息 

品牌建设

成效 曝光率高 

品牌和产品知名度

可刊登范围 杂志 

紫色指南

 买家指南

尺寸 全页       3,495欧元

 半页       2,595欧元

 三分之一广告       1,995欧元

 四分之一广告       1,495欧元

封面图片

跨页广告 广告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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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balpets.community

四分之一页的图文广告。适合小型活动或者产品介绍。可以

在相关版块中部出版。

目的 推广产品 

寻找商业合作伙伴

 品牌知名度 

成效 品牌和产品知名度 

寻找全球宠物市场的新联系人

可刊登范围 杂志

形式 四分之一页或者半页 

价格 四分之一页          595欧元

 半页            1,190欧元 

紫色指南（详情见第13页）是一份主题期刊，聚焦与宠物行

业高度相关的话题。赞助商可以选择赞助封面引言，并且提

供一篇软文。

目的 和专业领域连接 

打造形象 

成效 长期曝光 

品牌知名度

可刊登范围 杂志

形式 封面的引言可与一篇相同议题的社论文章结合

选出

价格 4,195 欧元

公司简介是向宠物行业和您（未来的）合作伙伴介绍贵司的

使命、远景、策略、产品和服务。

目的 传递品牌信息 

公司曝光

成效 市场曝光 

在全球宠物市场获得新的联系人信息

可刊登范围 杂志

 紫色指南

形式 全页或者两页跨页广告 

价格 每页€ 3,040欧元

利用宠物国际团队的专长创造和发布自己的杂志期刊。

目的 传播行业知识、增强竞争力以及传播品牌信息

成效 定制化和独特的曝光 

品牌知名度

形式 谨遵您的要求 

价格 视具体项目而定

软文广告

紫色指南赞助商 自有品牌杂志

公司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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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面服务

“对于我们来说，全球

宠物论坛是提高品牌知名度的

关键平台。”

Zakaria Faiq,  
Biogance  法国

全球宠物论坛是全球宠物行业的决策者交流学习的平台。

商业会晤

对您有什么益处？

•  和来自世界各地的200多名行业的决策者和商业伙伴交流学习

•  介绍和展示品牌

•  参与论坛，论坛被称为“促成商业活动最高效的平台”。

•  了解宠物行业

• 鼓舞人心和成就满满的演讲人，如未来主义者、趋势关注者、品
牌专家、零售策略师和行业顾问将为您诠释最新的趋势。

•  在具有特色的城市举办

会议

全球宠物论坛

虽然现代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面对面的会晤交流依然是商
业成功的关键因素。
全球宠物为全世界的宠物行业专业人士举办最重要的社交
活动。

“每次我参加全球宠物论坛，

我都学到新的东西，让我和

我的企业都进步。”

Irina Golovtchenko,  
Valta  宠物产品  俄罗斯

活动预告

全球宠物论坛 欧洲
2018年1月24-26日 

威尼斯 意大利

2019年1月23-25日 
阿姆斯特丹 荷兰

全球宠物论坛 亚洲
2018年11月  

广州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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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petsforum.com

倍受鼓舞，与新的商业伙伴建立联系，向专业发言人学习 。 

目的 获得鼓舞
 商业开发
 寻找新的合作伙伴
 关系管理

成效 更新行业活力、分享想法、获得鼓舞
 在全球宠物市场获得新的联系人信息

形式 三天的活动 

条件 准时注册 
限200名参与者

价格 欧洲：1,495欧元
 亚洲：595欧元

提高可见度，以推广您的产品和服务，寻找新的合作
伙伴。 

目的 建立品牌 
公司可见度

成效 可见度 
在全球宠物市场获得新的联系人信息

形式 展示台

条件 位置有限

价格 欧洲：1,095欧元
 亚洲：1050欧元

从2018年起，为了减少浪费全球宠物将不再给全球宠
物论坛与会者提供礼品袋。

随着大家的环保意识越来越强，我们认为，为宠物行业
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在世界上减少我们污染的痕迹，是我
们应该承担的责任。 

当然，我们会提供不同的选择，帮助全球宠物论坛的各
位与会者与新的商业伙伴之间建立联系。

参会

展台 礼品袋

赞助其中一个会议，享受论坛的热点新闻宣传机会。

目的 建立品牌
 打造形象
 公司可见度

成效 和全球宠物行业最重要的社交活动连接
 在全球宠物论坛的参与者中享有高曝光度

形式 全年宣传

条件 尽早报名，以全面享受宣传

价格 视具体项目而定

赞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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