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关于关于关于OFweekOFweekOFweekOFweek

OFweek 是中国高科技行业综合门户网站，目前拥有行业

会员 50万余名，及时报道行业大事，深入行业热点事件，

举办各类线下、线上高科技行业产业活动，发布各类行

业研究报告。OFweek 行业网站涵盖 LED（半导体照明）、

太阳能光伏、光通讯、激光、光学、光电显示、电子工

程、工控、智能电网、仪器仪表、节能、环保、风电、

电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电力、通信、物联网等高

科技领域，每个领域网站独立运营，并已发展成为本行

业最具影响力的网站。OFweek每天为高科技行业用户提

供大量有价值的原创文章和图片信息，更新及时迅

速,2006年成立至今已成为中国高科技行业领域最具深度

及影响力的门户网站和领先的在线服务平台。了解更多：
www.ofweek.com

什么是什么是什么是什么是OFweekOFweekOFweekOFweek AwardsAwardsAwardsAwards 奖奖奖奖????

由中国高科技行业门户 -OFweek 光电新闻网主办的

OFweek Awards，自 2011年首次成功举办以来，以其公

正、客观的评选流程倍受业界广泛关注，影响力不断扩

大；通过评选创新的设计方案，优秀的技术应用工程案

例，技术过硬的产品品质和企业影响力等从多个不同角

度进行行业梳理盘点，每年该奖项授予行业中突出的先

锋，以此表彰业界具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产品、技术及企

业，鼓励更多企业投入技术创新，同时为行业输送更多

创新产品、前沿技术；是高科技领域极具专业性、影响

力和代表性的行业评选！

OFweekOFweekOFweekOFweek AwardsAwardsAwardsAwards奖特点奖特点奖特点奖特点????
OFweek Awards 评选来自国内外权威行业协会、高等院

校、科研机构的资深专家组成的独立评审团以公平、客

观的立场，对参赛企业进行讨论及筛选，其次通过

OFweek广大网友提名投票，最终通过专家组终审评选出

年度最具代表性的创新技术、优秀产品及企业。公正的

评选过程确保 OFweek Awards评选结果真实！客观！

为何赞助为何赞助为何赞助为何赞助 OFweekOFweekOFweekOFweek AwardsAwardsAwardsAwards 2012012012013333 ????

• 直接接触行业先锋，让您的产品 /服务资讯直达全球行

业顶尖企业；

• 绝佳赞助良机让您在极具专业性、影响力和代表性的高

科技领域颁奖中提升品牌形象；

• 通过 OFweekOFweekOFweekOFweek全产业链媒体平台（多行业在线媒体和线

下会议）和其他行业专业媒体，获得整年面向您的目标

客户及高科技界人士的绝佳推广机会；

• 通过影响广泛的颁奖典礼，面对面会晤顶尖企业决策

者、拥有高购买力的目标买家和国内权威行业协会专家，

是您拓展市场网络的有效途径。

赞助商能充分接触到：赞助商能充分接触到：赞助商能充分接触到：赞助商能充分接触到：

• 中国乃至全球极具创新力、影响力的企业；

• 激光、电子、太阳能光伏、工控、LED 等 5 个高科技

领域 OFweek Awards获奖企业；

• 5大行业国内外领先制造商；

• 5大行业行业领导者；

• OFweek 覆盖中国大陆及港台地区高科技行业门户

500,000+高质量行业会员数据库。

OFweekOFweekOFweekOFweek AwardsAwardsAwardsAwards 2012012012013333 颁颁颁颁奖奖奖奖计划计划计划计划

OFweek Awards 说明

2013-03-20日
中国·上海

2013-04-11日
中国·深圳

2013-05-15日
中国·上海

2013-11-01日
中国·上海

2013-11-15日
中国·深圳

OFweek Laser Awards 2013
同期：OFweek 2013激光工业应用技术研讨会

同期合作展会：慕尼黑上海光博会

OFweek Electronic Awards 2013
同期：OFweek2013智能终端与物联技术研讨会

同期合作展会：第 81届全国电子展

OFweek Solar&PVAwards 2013
同期：OFweek 2013太阳能光伏前沿技术与应用研讨会

同期合作展会：第六届 SNEC

OFweek AutomationAwards 2013
同期：OFweek 2013工业自动化研讨会

同期合作展会：第 15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

OFweek LEDAwards 2013
同期：OFweek第十届 LED前瞻技术与市场研讨会

同期合作展会：第十五届高交会

http://www.ofweek.com


往往往往届届届届OFweekOFweekOFweekOFweek LEDLEDLEDLED AwardsAwardsAwardsAwards奖颁奖典礼出席嘉宾奖颁奖典礼出席嘉宾奖颁奖典礼出席嘉宾奖颁奖典礼出席嘉宾 会见重要行业领导者

部分获奖企业高层代表

晶科电子(广州)有限公司，总裁

德州仪器，消费类电源产品研发经理

道康宁（中国）有限公司，总监

安森美半导体，大中华区首席代表

飞利浦 Lumileds照明公司，亚洲地区市场总监

富昌电子（上海）有限公司，CEO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CEO
广州光为照明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

广州市鸿利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工程部经理

贵州皓天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经理

海洋光学，OEMAccount Manager
韩国首尔半导体株式会社，销售总监

GTAT极特先进科技公司，总监

江苏史福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总监

晶元光电股份有限公司，销售总监

聚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产品总监

隆达电子，业务项目副理

ROHM 半导体集团，总监

美国科锐公司，中国技术中心总工

明纬（广州）电子有限公司，市场总监

欧司朗光电半导体，固态照明事业部市场经理

上海施科特光电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总监

上舜照明（中国）有限公司，总监

深圳雷曼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品牌及公共部经理

深圳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茂硕电源品牌经理

深圳市艾比森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照明事业部总经理

深圳市瑞丰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世健系统(香港)有限公司，商务拓展总监

亿光电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大中华照明元件部经理

部分专家评委团代表

佛山市中山大学研究院，院长/教授

香港科技大学 LED-FPD 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教

授/主任

中科院苏州纳米所，研究员/主任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研究员

国家硅基 LED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

台湾电子设备协会，总干事

华南理工大学，主任/教授

深圳大学光电工程学院，教授

华南理工大学，副院长/教授

华南师范大学光电子材料与技术研究所，教授

北京大学宽禁带半导体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OFweekOFweekOFweekOFweek AwardsAwardsAwardsAwards奖在业内影响力不断扩大。获奖企业

均为业界翘楚，80%以上出席嘉宾为企业高层决策者。

广泛媒体宣传广泛媒体宣传广泛媒体宣传广泛媒体宣传

OFweek专业媒体平台——让您的广告直接接触 500,000网站专业会员，2012年网站全年 PV达到 31,746,198 人

次访问，预计 2013年将翻一番。

行业网站 行业网站

OFweek半导体照明网
Lights.ofweek.com

OFweek电子工程网
EE.ofweek.com

OFweek太阳能光伏网
Solar.ofweek.com

OFweek工控网
GongKong.ofweek.com

OFweek光通讯网
Fiber.ofweek.com

OFweek智能电网
Smartgrids.ofweek.com

OFweek激光网
Laser.ofweek.com

OFweek节能网
EMC.ofweek.com

OFweek光学网
Optics.ofweek.com

OFweek仪器仪表网
Instrument.ofweek.com

OFweek光电显示网
Display.ofweek.com

OFweek风电网
Windpower.ofweek.com

部分主流媒体及行业专业媒体报道：

凤凰科技、新浪科技、腾讯科技、网易科技、中华网

科技、和讯科技、太阳能光伏网、半导体照明网、电

子工程网、工控网、激光网、仪器仪表网............ ............

OFweek Awards 说明



选择适合您的赞助方案

单个单个单个单个 OFweekOFweekOFweekOFweek AwardsAwardsAwardsAwards奖奖奖奖 10 万

活动前活动前活动前活动前

• 赞助商将获得2 次定制EDM 推广，可将赞助商的企业介绍、产品信息发送给相关行业决策者，并获得附有

详细联系方式的发送报告.

• 赞助商 logo /企业及产品介绍将展示在该行业OFweekOFweekOFweekOFweek AwardsAwardsAwardsAwards奖所有对外宣传中（广告、邀请函、新闻等）

• 赞助商 logo 将展示在该行业OFweekOFweekOFweekOFweek AwardsAwardsAwardsAwards奖在线报名表中

• 赞助商横幅广告将展示在该行业OFweekOFweekOFweekOFweek AwardsAwardsAwardsAwards奖网站中，并连接到赞助商网站

• 赞助商横幅广告将展示在该行业OFweekOFweekOFweekOFweek AwardsAwardsAwardsAwards奖推广EDM 中，并发送至OFweek 相关行业数据库

活动中活动中活动中活动中

• 在颁奖典礼中向赞助商表示特别鸣谢

• 提供 1 个现场展示台，供赞助商进行产品展示及商务洽谈

• 赠送 6 个VIP 席位，邀请赞助商的高层代表出席

• 邀请 1 位赞助商高层代表作为颁奖嘉宾为获奖企业颁奖

• 赞助商 logo+企业/产品介绍+联系方式将展示在该行业OFweekOFweekOFweekOFweek AwardsAwardsAwardsAwards奖现场宣传单页及获奖产品手册中，并

发放给全部来宾

• 赞助商 logo 将展示在颁奖典礼现场大屏幕中，并于赞助商代表颁奖时重点突出

• 赞助商展架在签到区域展示

活动后活动后活动后活动后

• 赞助商将在该行业OFweekOFweekOFweekOFweek AwardsAwardsAwardsAwards奖专题报道中获得特别鸣谢

• 赞助商将获得该行业OFweekOFweekOFweekOFweek AwardsAwardsAwardsAwards奖颁奖典礼全部出席嘉宾名单及详细联系方式

更多收益

赞助3 个OFweekOFweekOFweekOFweek AwardsAwardsAwardsAwards奖 总价八五折优惠

宣传涵盖3个OFweekOFweekOFweekOFweek AwardsAwardsAwardsAwards 奖所涉及的OFweekOFweekOFweekOFweek网站及数据库

赞助 5个OFweekOFweekOFweekOFweek AwardsAwardsAwardsAwards奖 总价七折优惠

另特别获赠：

• 赞助商标志广告将在OFweek光电新闻网（www.ofweek.com）首页展示整年，

并连接到赞助商公司网站——直达平均每月200 万/浏览人次

• 宣传将涵盖所有OFweek网站（详见上页）——让您的广告直接接触至少

31,746,198 人次网站专业会员

绝佳赞助良机:

在中国最具专业性、影响力的高科技界颁奖中提升您的

品牌形象！

多种不同的赞助方式满足您不同的市场推广需求，欢迎来电

索取赞助方案。

联系我们：

会议赞助：

杨秋妮

会议销售经理

Tel: 86-0755-83279016 - 837

Fax: 86-0755-83279008

Email: sales@ofweek.com

OFweek Awards 赞助方案



更多您能接触到的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