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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与贴标》杂志自1978年创刊以来，始
终秉承高质量办刊宗旨，源源不断为标签、
包装印刷行业提供第一手业界动态、值得信
赖的热点综述、趋势探讨及有深度的技术资
料。发展至今，《标签与贴标》杂志已成为
全球范围内最具时尚化和国际视野的领先的
行业期刊。

杂志的忠实读者群稳步扩大。印刷版杂志的
年发行量始终保持在高位水平，在线杂志的
全年下载量在2021年增长了85%。总体而
言，《标签与贴标》的读者较以往任何时候
都更加专注。

《标签与贴标》国际版

匠心精品，触达全球高端读者群

9,160 121109,094

读者对哪些印刷技术最感兴趣？ 读者影响力调查

86% 读者参与了 
企业内部的采购决策 

64.52% 64.84%

19.39%

37.52%

16.80%

《标签与贴标》国际版ADVERTISING@LABELSANDLABELING.COM

印刷版杂志发行量 在线订阅量 读者覆盖全球6大洲 
121个国家和地区

是LABELEXPO系列展览会 
在世界范围内的合作伙伴

柔性版印刷 数字印刷 胶版印刷

凸版印刷 凹版印刷



美洲 

54.09%

印度 
3.94%

中东/非洲 
 2.27% 亚洲和大洋洲 

4.72%

欧洲 
34.98%

印刷版杂志在全球范围内的发行地域分布情况

《标签与贴标》国际版



《标签与贴标》在线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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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量排名前20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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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elsandlabeling.com的全球编辑团队覆盖世
界各个角落，不间断地为读者提供标签、包装印
刷市场的最新消息。它以当下的科技进步、行业
新闻、案例研究和专家视点为特色，是印刷加工
商、品牌所有者、设计师和供应商的“首选”信
息来源。

《标签与贴标》杂志也是全球标签印刷系列展览
会（Labelexpo Global Series）在世界范围内的
合作伙伴。自2020年以来，labelsandlabeling.
com与Labelexpo系列展览会官方网站的在线互
动量疾速飞跃。

与此同时，《Label News标签新闻》是一周的
要闻剪辑，每周以电子邮件的形式直接发送至订
阅读者的电子邮箱内，触达全球95,000多名标签
印刷专业人员。

在线广告，精准高效，触达全球

1,287,922

2021年总页面浏览量

131,828

《LABEL NEWS标签新闻》
订阅量

653,075

2021网站的总访问人数

美洲 欧洲 非洲 亚洲 大洋洲

《标签与贴标》在线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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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欧洲

 23% 美洲

 13% 南亚

 11% 东亚

 6% 东南亚

 10% 其他地区

什么是在线数字营销？

您是否有过这样的网购经历？当您在线浏览过某
商城的某个商品后，再访问其他网站时，就会一
直看到这个商品的广告或类似商品的广告？这便
是数字再营销的强大功能。

伴随着数字化浪潮的迅猛发展，我们的在线/数
字套餐服务将提供360度沉浸式广告，在所有可
能的接触点均可直接触达客户，为您提供物超所
值的投放效果。

为了满足客户不断增长的对即时、经济高效且可
评估的数字广告的快速需求，我们简化了广告投
放方式。您可以选择我们的广告套餐服务，集中
精力，专注于您的既定目标，让生活变得更加轻
松惬意。

如果您想要获得更加卓越的广告投放效果，只需
要从随后的三个在线广告套餐中选择一个您青睐
的方式，然后交给我们的数字团队来处理即可。

一种可追踪到投放效果的数字广告

ADVERTISING@LABELSANDLABELING.COM 什么是在线数字营销？

每个网站的访问者 
都是您的潜在客户

他们访问 
LABELSANDLABELING.COM

离开网站

稍后，当他们再次上
网时，您的广告便会
出现在他们正在访问

的其他网站上

您的广告会捕获他们的兴趣 至此，网站访问者成功转化为
您的忠实客户

在线数字广告——触达全球



条幅广告套餐

条幅广告相当于一块大型的数字广告牌。通过再
营销点击能确保您的网站流量，同时通过《Label 
News标签新闻》电子刊物及网站上的展示量亦可
提升您的品牌知名度。

条幅广告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常用视觉图像替
代文本来传达信息内容，往往色彩鲜艳、热情奔
放。一个旗帜鲜明的条幅广告更会吸引读者的注
意力，促使他们去了解更多的关于广告背后的故
事。

为何选择条幅广告套餐？

您已经准备好了各种尺寸的条幅广告，且广告
拥有清晰明确的内容和宣传口号，在视觉上具
有强烈的冲击力和吸引力；

您希望通过较高的可见性和重复性来提升品牌
知名度；

条幅广告兼具成本效益和高度针对性。

•

•

•

条幅广告套餐报价

套餐 价格

标准套餐 $3,950 / €3,350

增强版套餐 $6,450 / €5,450

卓越版套餐 $12,950 / €10,950

7500个BI（条幅广告展示），位于LABELSANDLABELING.COM和
LABELEXPO系列展览会参展商列表页面的第二栏位置

《LABEL NEWS标签新闻》尾部条幅广告：1周

全网1,000个点击

•

•
•

标准套餐

此报价基于全网范围内的数字再营销

有针对性的选择目标区域（若可行）：+$1,000 / €850

Strip Banner 970x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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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x250

labelsandlabeling.com

MPU 
Banner 

300x250

我

们可以根据您的需求

提供量身定制的服务

请直接联系 
您的客户经理 

ADVERTISING@LABELSANDLABELING.COM 条幅广告套餐

15,000个BI（条幅广告展示），位于LABELSANDLABELING.COM 
和LABELEXPO系列展览会参展商列表页面的第一栏位置

《LABEL NEWS标签新闻》中部条幅广告：2周

全网2,500个点击

•

•
•

增强版套餐

45,000个BI（条幅广告展示），位于LABELSANDLABELING.COM 
顶部位置和LABELEXPO系列展览会除首页外的顶部位置

《LABEL NEWS标签新闻》顶部条幅广告：4周

全网7,000个点击

•

•
•

卓越版套餐



社交媒体广告套餐

通过我们强大的社交媒体渠道为您的产品及服务
提供卓越的曝光机会，是触达目标市场的一种快
速且可靠的营销方式。通过关注者的分享和再转
发，持续扩大您的企业与产品在社交媒体上的影
响力。有效的社交媒体广告还可以强化品牌。

为何选择社交媒体广告套餐？

您希望利用我们的社交媒体的关注者和粉丝为
您的企业、产品和社交媒体账号快速曝光；

你想推广一个网络研讨会、或一个发布会，亦
或是一个关于您的企业与产品的专题；

社交媒体是一种具有强烈吸引力，易于转发、
分享的互联网形式。

•

•

•

* 特别提示：您须拥有社交媒体帐户才能选择 
   此项服务。

社交媒体广告套餐报价

套餐 价格

标准套餐 $3,950 / €3,350

增强版套餐 $6,450 / €5,450

卓越版套餐 $12,950 / €10,950

ADVERTISING@LABELSANDLABELING.COM

我

们可以根据您的需求

提供量身定制的服务

请直接联系 
您的客户经理 

社交媒体广告套餐

《标签与贴标》的TWITTER或LINKEDIN账号推送：1次

FACEBOOK或LINKEDIN上500个点击
•
•

标准套餐

《标签与贴标》LINKEDIN账号推送：1次

《标签与贴标》INSTAGRAM账号推送：1次

《标签与贴标》TWITTER账号推送：2次

FACEBOOK或LINKEDIN上750个点击

•
•
•
•

增强版套餐

《标签与贴标》LINKEDIN账号推送：3次

《标签与贴标》INSTAGRAM账号推送：3次

《标签与贴标》FACEBOOK账号推送：3次

《标签与贴标》TWITTER账号推送：3次

FACEBOOK或LINKEDIN上2,000个点击

•
•
•
•
•

卓越版套餐



视频广告套餐

通过视频直接与观众交流是向潜在客户传递服务
信息、展销产品的最有效方式之一。自2020年3
月以来，人们观看视频的时间增长了120%。

据调查，观众更喜欢60秒以内的短视频，所以关
于新品发布或活动介绍的短视频推广效果极佳。

为什么选择视频广告套餐？

您已经拥有一个设计完美的视频文件，希望快
速推广，吸引大量观众围观、分享和转发；

您的产品通过视频演示会有更好的营销转化；

您的视频质量很高，却不知道该如何让受众人
群看到；

您希望快速提高产品的知名度。

•

•

•

•

视频广告套餐报价

套餐 价格

标准套餐 $3,950 / €3,350

增强版套餐 $6,450 / €5,450

卓越版套餐 $12,950 / €10,950

labelsan-dlabeling.com

ADVERTISING@LABELSANDLABELING.COM 视屏广告套餐

我

们可以根据您的需求

提供量身定制的服务

请直接联系 
您的客户经理 

视频添加至《标签与贴标》的YOUTUBE频道

视频添加至WWW.LABELSANDLABELING.COM

视频在《LABEL NEWS标签新闻》页面上推广：1周

5,000个回放

•
•
•
•

标准套餐

视频添加至《标签与贴标》的YOUTUBE频道

视频添加至WWW.LABELSANDLABELING.COM

视频在《LABEL NEWS标签新闻》页面上推广：2周

10,000个回放

•
•
•
•

增强版套餐

视频添加至《标签与贴标》的YOUTUBE频道

视频添加至WWW.LABELSANDLABELING.COM

视频在《LABEL NEWS标签新闻》页面上推广：4周

25,000个回放

•
•
•
•

卓越版套餐



印刷版杂志广告

《标签与贴标》杂志的编辑团队堪称标签、包装
印刷行业“行走的百科全书”。杂志读者群体也
充分展现了他们的专业性。

根据统计，《标签与贴标》杂志86%的读者参与
了企业内部的购买决策。经过40多年沉淀，《标
签与贴标》杂志已成为全球领先决策者不可或缺
的信息来源。 《标签与贴标》杂志广告

我们所有杂志都提供全页、半页、1/3
和1/4页广告。您可以根据预算选择适
合的广告方式。

广告报价，请参阅“印刷版广告套餐”页面

ADVERTISING@LABELSANDLABELING.COM

我

们可以根据您的需求

提供量身定制的服务

请直接联系 
您的客户经理 

印刷版杂志广告

《LABELEXPO系列展览会会刊》广告
您已经确定参加LABELEXPO系列展览会。在
展会的《会刊》上刊登广告可以直接吸引到更
多客户前往您的展台参观、咨询。

广告报价，请参阅“印刷版广告套餐”页面

封腰广告
一种缠绕在杂志外的广告形式，可以使
读者第一眼即见您的企业形象与产品。 

$860/1000个，或€625/1000个

贴士广告
任何形式的小标签或明信片都可以作
为“贴士广告”载体，粘贴在您的广
告页面上随杂志一起发行，且可轻松
移除。

$990/1000个，或€750/1000个

夹页或插页广告
您可以通过装订在杂志内的插页，或松散插入
杂志内的夹页，向读者展示您的印刷样张。 
 

$990/1000个，或€750/1000个



* 特别提示：请务必在广告四周外加3mm出血，印刷精度：300dpi。

全页彩色广告套餐报价

套餐 数量（期） 价格

标准套餐 2 $8,060 / €6,820

增强版套餐 4 $12,025 / €10,175

卓越版套餐 4+ 《会刊广告》 $13,325 / €11,275

半页彩色广告套餐报价

套餐 数量（期） 价格

标准套餐 2 $5,070 / €4,290

增强版套餐 4 $7,475 / €6,325

卓越版套餐 4+《会刊广告》 $8,255 / €6,985

1/4页彩色广告套餐报价

套餐 数量（期） 价格

标准套餐 2 $3,055 / €2,585

增强版套餐 4 $4,550 / €3,850

卓越版套餐 4+ 《会刊广告》 $5,005 / €4,235

• 全页彩色广告：210mm(宽)×297mm(高） $5,000 / €4,235

• 半页彩色广告：179mm(宽)×130mm(高)  $3,120 / €2,640

• 1/4页彩色广告：87mm(宽)×130mm (高) $1,885 / €1,595

• 特殊版位（杂志的前1/3位置）  $6,500 / €5,500

• 跨版彩色广告（对页）：420mm(宽)×297mm(高）$7,500 /€6,350

ADVERTISING@LABELSANDLABELING.COM

我

们可以根据您的需求

提供量身定制的服务

请直接联系 
您的客户经理 

印刷版广告套餐

平面印刷广告更适合那些接受性强、目标明确的
受众群体。

为什么选择平面印刷广告套餐？

你已经拥有一个设计很棒的平面杂志广告，旨
在挖掘目标客户；

您在某个特定时间内将推出新产品，或推广某
项活动；

你想树立品牌知名度。

•

•

•

印刷版杂志广告套餐

您若对以上套餐不满意的话，亦可选择单个广告进行投放，报价如下：



THE WORLD OF PACKAGE PRINTING

出版日期
《标签与贴标》杂志 文章截稿日期 广告截稿日期 发行日

2023年第一期 2023年1月21日 2023年2月10日 2023年4月9日

2023年第二期 2023年4月15日 2023年4月21日 2023年5月27日

2023年第三期 2023年6月24日 2023年7月7日 2023年8月19日

2023年第四期 2023年10月4日 2023年10月20日 2023年11月22日

《LABELEXPO系列展览会会刊》 广告截稿日期 发行日

2023欧洲国际标签印刷展览会 2023年8月4日 2023年8月28日

2023亚洲国际标签印刷展览会 2023年11月15日 2023年12月5日

ADVERTISING@LABELSANDLABELING.COM

2023年第三期 

展会专题：
2023欧洲国际标签印刷展览会展前预览
2023墨西哥国际标签印刷展览会展后回顾 

技术专题：
软包装印刷技术

前沿市场动态： 
物流标签

2023年第一期 

展会专题：
2022印度国际标签印刷展览会展后回顾

技术专题：
印后加工技术

前沿市场动态：
全球标签印刷市场概览

其他：
全球标签印刷市场发展预测

2023年第二期 

展会专题：
2023东南亚国际标签印刷展览会展后回顾 

技术专题：
湿胶标签印刷技术

前沿市场动态：
酒标市场发展现状与未来

2023年第四期 

展会专题：
2023欧洲国际标签印刷展览会展后回顾 
2023亚洲国际标签印刷展览会展前预览

技术专题：
色彩管理

前沿市场动态：
健康、美容与医疗标签

专题与出版日期

专题与出版日期

《标签与贴标》杂志覆盖标签、包装印刷全领
域，为所有类型的加工机械、材料和辅助产品提
供有深度的报道。

与此同时，杂志还会详细介绍Labelexpo系列展
览会上的新产品、新技术和展出亮点。请及时向
我们提供您的展品信息，以便契合各个主题，助
您实现参展收益最大化。

包 装 印 刷 的 世 界 包 装 印 刷 的 世 界 包 装 印 刷 的 世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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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cki Strull
品牌与设计专栏作家 

editorial@labelsandlabeling.com

Bob Cronin
兼并与收购（M&A）专栏作家 

editorial@labelsandlabeling.com

Danielle Jerschefske
可持续发展专栏作家 

editorial@labelsandlabeling.com

《标签与贴标》杂志为全球标签、包装印刷
业发声。我们的编辑、自由撰稿人和通讯员
均是业内受人尊敬和推崇的行业专家。他们
分散在全球标签、包装印刷最主要的地区，
不仅具有深度的文化联系，亦确保了杂志内
容的多样化和前瞻性。

作为标签、包装印刷行业内唯一的全球化
媒体渠道，我们致力于为快速增长的高级决
策者，即我们的读者群，提供精心编辑的
内容。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标签与贴
标》杂志作为其宣传阵地，我们亦将竭诚为
所有的供应商，无论企业规模大小，提供最
专业的咨询和最佳的服务。

ADVERTISING@LABELSANDLABELING.COM 我们的团队



《标签与贴标》中文版

《标签与贴标》广告刊例

抖音报价方案

抖音广告报价方案

广告位置 尺寸 文件格式 税前价格 ( 人民币 ) 含税价格 ( 人民币 )

抖音头条 宽高比例 :16:9 
分辨率：540×960 mp4 4,717/ 条 5,000/ 条

    * 若您对以上套餐方案不感兴趣的话，请联系我们的销售人员，量身定制广告方案。

用户购买决策力构成统计

用户在其企业内部参与购买决策的占比

微信公众号及视频号

450+
每篇文章的
平均浏览量

24,085
粉丝量

抖音

2,500+
平均播放量

（条）

3,174
粉丝量

1,000+
每条视频的
平均浏览量



《标签包装资讯》微信公众号

《标签包装资讯》是全球标签印刷系列展览会（Labelexpo Global Seires）
及《标签与贴标》杂志的微信公众号，是新媒体时代标签印刷行业首选的新闻、
资讯传播主体。

《标签包装资讯》订阅用户超过 24,000。每周定期推送内容数量达 4 次以上，
每次发送内容 1-3 条，平均每篇微信推送阅读量在 450 左右。

《标签包装资讯》内容聚焦全球标签、包装发展动态、市场前沿预判、技术热点，
以及企业专访等。随着微信的普及和人们阅读方式的改变，微信公众号正凭
借其“直指用户，精准触达”的特点，成为市场营销的新宠。

《标签包装资讯》微信公众号及视频号广告报价方案

广告位置 尺寸（像素） 文件格式 税前价格 ( 人民币 ) 含税价格 ( 人民币 )

    文中头条 Banner 600( 宽 )×150( 高 ) gif/jpeg
72dpi 9,434/ 月 10,000/ 月

    文中中部 Banner 16:9 gif/jpeg
72dpi 4,717/ 月 5,000/ 月

    文中底部 Banner 600( 宽 )×150( 高 ) gif/jpeg
72dpi 2,830/ 月 3,000/ 月

    头条软文，深度推广 包含采访、编写 9,434/ 条 10,000/ 条

    头条软文，深度推广 不包含采访、编写 4,717/ 条 5,000/ 条

    软文次条 不包含采访、编写 2,830/ 条 3,000/ 条

    微信视频号 宽高比例 :16:9 
分辨率：540×960 mp4 4,717/ 条 5,000/ 条

    * 若您对以上套餐方案不感兴趣的话，请联系我们的销售人员，量身定制广告方案。

微信公众号及视频号报价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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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与贴标》中文官网

创办 18 年的中文版《标签与贴标》官方网站——
www.labelsandlabeling.com.cn 是国内标签、包装印刷领域内首
屈一指的门户网站。

2021 年，为更好地适应信息化时代发展要求，紧随国际版（www.
labelsandlabeling.com）新风尚，经过半年的精心策划与设计，《标
签与贴标》官方网站最终完成改版升级，并以最崭新的面貌呈现。

升级改版后的网站，主要栏目包括：行业资讯、专题（技术专题和企
业专访）、最新一期的《标签与贴标》杂志、视频资料、供应商推介
以及行业展会与展品介绍等，并增加了浏览排行榜，您可以随时了解
同行们关注的热点话题。

257,368
2022 年页面浏览

总次数

45,136
LABELNEWS China

电子杂志发行量

52,366
2022 年供应商目录

平均每月浏览量

WWW.LABELSANDLABELING.COM.CN 广告报价方案

广告位置 尺寸（像素） 文件格式 税前价格 ( 人民币 ) 含税价格 ( 人民币 )

    顶部头条 Banner 728( 宽 )×90( 高 ) gif/flash/jpeg
72dpi 4,717/ 月 5,000/ 月

    右侧栏 Banner 300( 宽 )×250( 高 ) gif/flash/jpeg
72dpi 2,830/ 月 3,000/ 月

    视频广告
客户须提供视频素材

视频封面图片：
680( 宽 )×380( 高 )

视频：MP4
图片：gif/jpeg

72dpi
4,717/ 月 5,000/ 月

    软文广告 客户提供软文素材 .doc 4,717/ 条 5,000/ 条

    * 若您对以上套餐方案不感兴趣的话，请联系我们的销售人员，量身定制广告方案。

网站报价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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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elnews China 电子杂志

Label news 电子杂志是《标签与贴标》针对全球市场推出的电子杂志，每月 2
期，直达您的电子邮箱。

Labelnews China 是《标签与贴标》出品的中文版电子杂志，于每月初发行，
主要针对国内，港澳台地区的印刷企业。

Labelnews China 内容覆盖了：近期行业动态、专题报道、技术文章、企业 /
供应商推介，以及标签、包装印刷的方方面面。伴随着智能化电子媒体的普及，
越来越多的人喜欢看电子杂志，其页面 banner 广告亦有较好的宣传效果。

月发行量：45,136

Labelnews China 广告报价方案

广告位置 尺寸（像素） 文件格式 税前价格 ( 人民币 ) 含税价格 ( 人民币 )

    顶部头条 Banner 728( 宽 )×90( 高 ) gif/flash/jpeg
72dpi 4,717/ 月 5,000/ 月

    右侧栏 Banner 300( 宽 )×250( 高 ) gif/jpeg
72dpi 2,830/ 月 3,000/ 月

    软文广告 客户提供软文素材 .doc 4,717/ 条 5,000/ 条

    * 若您对以上套餐方案不感兴趣的话，请联系我们的销售人员，量身定制广告方案。

Labelnews China 报价方案

联系我们

Jenny 王庆娟 

高级客户经理
电话：+86 (21) 6439 3591
手机：+86 186 1695 9781
电邮：jwang@tarsus.co.uk

Daniel 赵东升

高级客户经理
电话：+86 (21) 6439 6269
手机：+86 187 1772 9969
电邮：dzhao@tarsus.co.uk

Dio 赵永红

客户经理
电话：+86 (21) 6439 3706
手机：+86 130 6181 9932
电邮：diozhao@tarsus.co.uk 

Cathy 孙彦鑫

客户经理
电话：+86 (21) 6439 8261
手机：+86 170 9210 1396
电邮：csun@tarsus.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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