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必胜印刷网
能为您做什么？

行业专业资讯、广告发布
企业网站建设、日常维护
市场宣传推广、活动组织
信息定制服务、微信推广
手机APP开发、A R 技 术

网络在线培训、线下培训
企业视频录制、后期制作
会议视频制作、在线直播

每
一
次
突
破
都
是
新
的
开
始
…



WEBSITE
INTRODUCTION
网站介绍

必胜印刷网（www.bisenet.com），简称必胜网，是由中华商务联合印刷（香港）有限
公司独资组建的印刷专业网站。成立十多年来必胜网依靠强大的印刷企业背景和北京印刷
学院大力的技术支持，坚持以传播印刷信息咨询为己任，以专注的态度为印刷企业和设备
耗材供应商提供专业的推广服务，是印刷行业专业性强、内容技术含量高、更新速度快、
搜索快捷的一家印刷专业资讯网站，在印刷行业内拥有良好的口碑和形象。

网站定位
·中国印刷及出版行业门户网站
·印刷出版及相关行业专业网络媒体
·大中华地区极具权威性的印刷专业网络媒体

网站宗旨
必胜网本着为印刷行业及行业链上下游企业客户服务的宗旨，致力于专业内容的收集、

新闻资讯的发布、技术问题的研究和探讨、为行业提供技术培训和咨询等主导业务，得到
了行业专业人士的广泛认可与肯定，已成为印刷行业最主要的和最具代表性的媒体之一。

业务范围
必胜网与印刷行业各方面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包括国际国内著名厂商、全国以及地方

级协会、印刷专业院校、印刷企业等。必胜网受众人群覆盖全国各个省市地区，包括香港
和台湾地区。国际上，美国、德国、韩国、新加坡、泰国、新西兰、法国、英国、日本、
罗马尼亚等国家都有我们的网民分布。

网站特色及数据
传播印刷及相关行业信息资讯，专业性强、技术含量高、信息量大、更新速度快、搜索

查询方便；
必胜网总点击量突破8000万次，据全球著名互联网排名网站Alexa权威统计，必胜印刷

网单日最好成绩已经突破全球6000名，是一家极具权威性的印刷专业网络媒体；
必胜网每月上传信息量达40余万字，每月上传文章数量超过1000篇，其中三分之一以

上内容为必胜印刷网原创或深加工处理；
目前网站拥有注册会员6万多名，技术支持专家近百人，覆盖对象有印刷客户、设备制

造商、出版社、企业管理层、技术人员、销售人员以及印刷院校师生等。

拥有良好的行业关系和品牌形象
必胜网有着广阔的客户资源，与各方面的客户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如必胜网已经成为

《北京印刷》等协会内刊的内容支撑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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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服务

新媒体服务

微信公众号：
必胜印刷网 

新浪微博：
@必胜印刷网

手机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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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特色

新闻频道
新闻中心：
将行业内海量的资讯进行分类整合，打

造精华版“新闻中心”，加强原创信息的深加
工程度，使信息内容更加精准、有效、可用
性强。

栏目宗旨：打造印刷行业一流的集成化
资讯平台

栏目号召：想了解印刷行业最新的政策
法规吗？想知道印刷企业的最新动态吗？要
想全方位适时把握印刷行业发展动向，就请
关注必胜印刷网新闻中心！

技术频道
印刷技术：
印刷技术栏目，是必胜印刷网技术交流

和技术传播的价值体现。本栏目涉及面广、
经验丰富，为广大印刷包装同仁提供最直观
可用的技术知识。

栏目宗旨：技术交流、技术探讨、技术
经验分享

栏目号召：学习印刷技术、寻求印刷经
验，关注印刷技术栏目。

产品频道
产品与导购：
产品与导购，是必胜印刷网针对印刷相

关产品而做出的一款栏目，这款栏目针对现
在最热门的印刷机械进行仔细的介绍，内容
包括机械性能、参数、专业人士对印刷机械
的相关评测信息、印刷机械的使用案例等
等。栏目态度：准确、客观、全面、与时俱
进

栏目号召：用最全、最优的产品信息，
回馈给最需要帮助的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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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网站建设

现代印刷企业拥有一个功能强大、维护良好的企业网站是参与竞争并取胜的关键要素。
借助企业网站您可以展示精美的印刷品、宣传您的技术服务、发扬您的文化精髓；您还可以
利用企业网站与客户在线交流、在线传版、在线交易。网络互联的今天，客户更多的是通过
搜索到您的网站建立起第一印象，印刷企业官方网站是一座企业与客户之间沟通的桥梁。为
满足印刷企业的建站需求，必胜印刷网推出了“企业网站建设及维护服务”。

必胜印刷网先后为中华商务联合印刷（香港）有限公司、北京印刷学院、北京印刷协
会、中国标签产业网、全国印刷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等数十家企事业单位建设了网站，并承担
后期的维护工作，积累了大量企业建站的经验。

必胜印刷网可为您提供的建站服务
宣传稿件撰写：由必胜印刷网编辑定期与企业沟通为企业撰写新闻稿件。
网站内容更新：由必胜印刷网编辑定期对企业网站进行更新，提高网站关注度。
页面维护：根据企业要求，对网站页面美观、结构优化、功能模块等进行调整、优化。
后台维护：搭建企业网站后台，实现信息发布、图片管理、在线交流、互动留言等功能。
域名维护：由必胜印刷网代为域名维护，避免出现因域名缴费逾期造成的域名丢失。
网站全面建设：对于尚未拥有自己网站的企业，进行全面的网站建设和后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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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APP 开发

App开发，是专注于手机应用软件开发与服务。App
指手机上的应用软件或称手机客户端。随着智能手机越
发普及、用户越发依赖手机软件，App开发的市场需求与
发展前景也逐渐蓬勃。移动互联网时代是全民的移动互
联网时代，是每个人的时代，也是每个企业的时代。

必胜网推出手机APP开发，让每个企业都可以进入移
动信息化进程。



AR技术

AR，英文全程 Augmented Reality Technique，增强现实技术。把原本在现实世界的一定
时间、空间范围内很难体验到的实体信息（视觉信息、声音、味道、触觉等），通过科学技
术模拟仿真后再叠加到现实世界被人类感官所感知，从而达到超越现实的感官体验。一般是
运用镜头和显示器，讲现实和虚拟影像融合。只要使用者把卷标对着镜头，AR 系统会追踪卷
标的位置与方向，在计算机显示器中实时现实三维影像，使用者可透过移动卷标，从不同角
度观看该影像。

我集团公司已经开发出将 AR 技术与纸质图书结合的技术，可立体 + 声音展现平面图书中
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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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胜专栏是通过专栏的形式，组织专人
从专业角度将零散的知识、资讯、经验、技巧
等内容进行有序整合。以某一技术或概念为中
心，以网页形式图文并茂的展现出来，并在必
胜印刷网上发布。

近两年必胜印刷网先后推出多个技术、厂
商、展会专栏。必胜专栏内容紧跟技术前沿、
适应行业需求，是必胜印刷网服务行业的倾心
之作。

必胜专栏



信息定制

E-Letter
随着网络的普及，通过网络摄取信息已经融入现代人的生活，必胜印刷网开始在印刷

行业推广E-Letter服务。E-Letter是利用电子邮件的形式传递信息的服务，内容经过必胜印
刷网的编辑精心整理，以网页形式呈现，阅读方便，几年来得到了用户的广泛好评。

资讯类E-Letter
资讯类E-Letter每个星期发送两期，主要对象为中高层管理人员，将近期国际国内经济

形势、政策、管理、事件、以及业内相关动态整理成短小的摘要型咨询网页，向企业集团
发布，让管理者只要浏览邮件即可了解业内最新动态。

定制E-Letter
这一类型的E-Letter服务根据制作单位的需求量身定做，制作专题页面，结合必胜印刷

网十多年来积累的会员数据库，充分发挥“主动性”。由必胜印刷网定向发送，确保以最快的
速度、最低的成本将信息传递给最大量的用户对象。企业可以根据展会、新品发布等特定
主题需要，定制专属E-Letter、通过将资讯集中展现，帮助用户更全面的了解供应商的品牌
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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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服务

                必胜印刷网
                微信号：ibisenet 

自2013年11月必胜印刷网微信平台上线以
来，凭借着优秀的内容、独特的观点，平台有效
关注数近9000名，是业内最为活跃的微信平台
之一。

虽然许多公司均拥有公司自己的官方微信平
台，但关注度以及传播度仍有扩大的空间，利用
必胜印刷网官方微信发布企业微信，可扩大读者
群，使传播效果达到最佳。

客户可以直接在在必胜网微信平台上直接推
送企业的官方微信。

必胜网也可以为客户专门制作微信宣传展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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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组织

自2000年以来，必胜印刷网不单在网上内容方面做足功夫，同时也成功组织了多场专
题活动，将交流从线上发展到线下，将活动策划、新闻报道、内容组织有机结合。

2015 年活动预告
2016年11月    2016北京绿色印刷产业促进商务交流会
2016年必胜校园行，“印出色彩、刷亮羽坛”2016年北京印刷朋友圈羽毛球赛
2016年必胜网将策划多场论坛，内容有：
印刷市场分析、POD按需出版与数码印刷、柔性版印刷、标签印刷、胶印技术的创

新、印刷检测技术、节能减排技术等。

近年活动一览
2015年11月
2015年5月
2015年2月
2014年11月  
2014年5月     
2013年11月  
2013年5月  
2013年5月   
2013年3月     
2012年11月
2012年9月     
2011年11月   
2011年10月  
2010年11月 
2010年7月  
2010年7月  
2009年11月  
……     

8

2015北京绿色印刷产业促进商务交流会
“2015，我眼中的印刷业”（HR沙龙）
“2015，我眼中的印刷业”主题沙龙
2014北京绿色印刷产业促进商务交流会
“印业CIO俱乐部”第一期活动   
2013年北京绿色印刷产业促进商务交流会暨2013出版印刷创新论坛
“出版印刷职业技能培训创新联盟”成立
China Print 2013专题报道
“新图杯”印界羽坛争霸赛
2012北京绿色印刷产业促进商务交流会
 2012年必胜印刷网走进校园大型公益巡讲活动
举办首届“必胜杯”CTP知识大赛决赛
2011年中国印刷标准化年会暨印刷创新论坛——标准化与企业发展战略
2010印刷创新论坛——数字时代的绿色印刷 
“CTP技术交流俱乐部”成立暨首次主题沙龙
必胜印刷网“十周年答谢会”
必胜印刷网企业创新思维论坛——唯有创新才有发展



广告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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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像素 价格/元/月 备注

1 354×55 10000
首页一屏滚动幻灯片广告

（共6帧，每帧6秒）

2 370×60 15000 首页一屏广告按钮

3 185×60 10000 首页一屏广告按钮

4 185×60 10000 首页一屏广告按钮

5 185×60 10000 首页一屏广告按钮

6 490×40 15000 首页一屏广告按钮

7 450×40 15000 首页一屏广告按钮

8 180×217 20000 首页一屏矩形广告按钮

9 380×67 9000 新闻区域下部广告按钮

10 185×60 6000 页面中部广告按钮

11 185×60 6000 页面中部广告按钮

12 375×60 8000 页面中部广告按钮

13 180×60 6000 页面中部广告按钮

14 130×70 3000 新品发布广告按钮

15 138×90 3000 产品推荐广告按钮

16 320×80 3000 展会频道大广告

17 100×47 展会媒体广告互换

压屏广告 950×400 15000 首页一屏压屏广告

对联广告 100×300 4000 左侧对联广告

对联广告 100×300 4000 右侧对联广告

弹出广告 400*300 3000 弹出广告，位置可变

视窗广告 200×200 4000 右下随屏视窗广告

展会合作 请联系010-60218369

友情链接 请联系010-62148752

    以上报价仅供参考，以实际成交为准。必胜印刷网对以上

所有内容拥有最终解释权。

广告联系方式：
电话：010-62148751/2

邮箱：yuanyuxia@bisenet.com

联系人：袁宇霞



黄品青培训

黄品青培训（www.heicmy.com）是由必胜印刷网建立的国内首家印刷业在线教育
平台。黄品青培训聚焦企业操作规范和共性问题、传播印刷前沿科技和专业理论、管理等
技术，为印企一线员工、管理者、行业准从业者和业内相关人士等群体提供网络视频等内
容的培训服务，目标是全面提升从业者素质，促进企业的技能提升、打造印企软实力，为
印刷企业的发展和转型注入核心力量，实现企业生产效率的极大提升。

网站内容
★学习中心：学习中心是视频课程的集合地，是黄品青培训的核心板块。这里不仅可

以看到针对企业中各印刷岗位组合而成的课程计划，还可以看到业界专家、企业骨干等讲
授的精品课程，内容贯穿印前、印刷、印后、业务、管理等多个部门和岗位。

★技术资料：黄品青培训的核心栏目之一，汇集了必胜网十余年来积累的印刷技术文
章、课件、演示文稿等核心资料。

★线下培训：作为印刷行业培训内容的线上聚集地，黄品青培训线下培训栏目汇集了
全国所有正在开设和进行的线下培训班、认证培训以及学历教育培训信息，用户能够找到
适合自己的培训内容，并可直接在线上进行报名。

我们的服务
★面向印刷企业：提供系统化、多样化的选课体系，可进行岗位课程定制，随时掌握员

工学习 动态。完整的考试体系，员工学习完课程后，进行知识点考试，突出重点、加深记
忆。  

★面向个人：可单独购买单个视频或课程，也可灵活性选择课程体系。
★面向供应商：向企业用户提供产品规范操作视频和故障排除方法，提供卓越服务，提

升品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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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下培训

黄品青培训联手行业专家和技师，深入印
刷企业进行设备操作规范培训、理论讲解及企
业管理咨询服务。

★下印厂培训：根据企业需求，对企业设
备操作等内容进行规范化拍摄，向企业提供专
属培训教材（光盘或网络账户）。还可邀请行
业专家深入印厂进行面对面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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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制作

黄品青员工都是有着印刷专业背景的视频制作专业人才，可以为印刷行业企业、协会
制作各种企业宣传，设备操作、演示视频，会议视频等。

目前已为多家设备供应商制作了企业宣传视频或设备操作视频。并且制作了“第12届毕
昇印刷技术奖颁奖大会”视频、“中国印刷技术协会凹版印刷分会成立十周年”视频、“2015北
京绿色印刷产业促进交流会”视频。如需详细了解敬请等录黄品青网站(www.heicmy.com)观
看。



手机客户端

黄品青手机客户端Android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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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直播

必胜网/黄品青在2015年面向行业提供网络在线直播服务。利用互联网的优势，网络在
线直播具有直观、快速，表现形式好、内容丰富、交互性强、地域不受限制、受众可划分
等特点，加强活动和品牌的推广效果。

2016年必胜网将策划多场网络在线直播的论坛，内容有：
印刷市场分析、POD按需出版与数码印刷、柔性版印刷、标签印刷、胶印技术的创

新、印刷检测技术、节能减排技术等。欢迎厂商积极合作参与！



架 起 通 向 成 功 的 桥 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