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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信息常见问题活动概览 营销推广机会参会情况 赞助权益

活动概览

AWS技术峰会是一场聚合云计算行业生态，共话交流，共谋
合作，共同探索的盛会。峰会在全球主要地区举办，面向全
球来自不同行业、拥有不同技术水平的用户，以帮助他们了
解AWS如何助力他们实现快速创新并提供大规模的、灵活、
可靠的解决方案。

2021年将有4场线下峰会和1场线上峰会在大中华区亮相，超
过34,600+客户将参与其中，共同探索、学习AWS与AWS合
作伙伴的精彩内容及丰富实践。

机会难得千万不要错过！

欢迎参加AWS大中华区技术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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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概览

2021AWS（中国）技术峰会
区域分布

AWS（中国）在线技术峰会

香港
2021年5月27日

参会人数 4,600

AWS（中国）技术峰会

台北站
2021年7月7日-8日

参会人数 4,800+

AWS（中国）技术峰会

北京站
2021年6月15-16日

参会人数 16,000+

AWS（中国）技术峰会

上海站
2021年7月

参会人数 7,000+

AWS（中国）技术峰会

深圳站
2021年8月

参会人数 2,200+

报名信息常见问题活动概览 营销推广机会参会情况 赞助权益

*点击建筑物图标，查看对应城市的赞助商手册

https://gcrsummitsponsorship2021.s3-ap-southeast-1.amazonaws.com/AWS+Summit+Online+Hong+Kong+Prospectus+2021/2021_Summits_Prospectus_Hong+Kong.pdf
https://gcrsummitsponsorship2021.s3-ap-southeast-1.amazonaws.com/AWS+Summit+Taipei+Prospectus+2021/2021_Summits_Prospectus_Taipei.pdf
https://gcrsummitsponsorship2021.s3-ap-southeast-1.amazonaws.com/2021+AWS(%E4%B8%AD%E5%9B%BD)%E6%8A%80%E6%9C%AF%E5%B3%B0%E4%BC%9A+%E8%B5%9E%E5%8A%A9%E5%95%86%E6%8B%9B%E5%95%86%E6%89%8B%E5%86%8C-%E5%8C%97%E4%BA%AC%E7%AB%99.pdf
https://gcrsummitsponsorship2021.s3-ap-southeast-1.amazonaws.com/2021+AWS(%E4%B8%AD%E5%9B%BD)%E6%8A%80%E6%9C%AF%E5%B3%B0%E4%BC%9A+%E8%B5%9E%E5%8A%A9%E5%95%86%E6%8B%9B%E5%95%86%E6%89%8B%E5%86%8C-%E4%B8%8A%E6%B5%B7%E7%AB%99.pdf
https://gcrsummitsponsorship2021.s3-ap-southeast-1.amazonaws.com/2021+AWS(%E4%B8%AD%E5%9B%BD)%E6%8A%80%E6%9C%AF%E5%B3%B0%E4%BC%9A+%E8%B5%9E%E5%8A%A9%E5%95%86%E6%8B%9B%E5%95%86%E6%89%8B%E5%86%8C-%E6%B7%B1%E5%9C%B3%E7%AB%9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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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参会人数 峰会数量 主题演讲 演讲时段 赞助演讲时段

旨在为赞助商打造

品牌传播，营销推广及助力商机拓展的优质平台

报名信息常见问题活动概览 营销推广机会参会情况 赞助权益

活动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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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成为赞助商？

报名信息常见问题活动概览 营销推广机会参会情况 赞助权益

活动概览

赞助商展示页

主题演讲露出

社会化媒体推广

广告曝光

品牌视频露出

宣传信息推送

… …

20-30分钟现场演讲时段或
线上点播内容呈现

展位的内容露出或网页推送的内
容信息露出

广告曝光

品牌视频露出

宣传信息推送

… …

分享用户参与的赞助模块中
的客户信息

线上，现场参会嘉宾沟通
建立销售机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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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峰会商机分享机制

o 赞助商将从选择加入并在虚拟活动期间积极参与赞助内容的与会者那里获得信息。
AWS将只分享那些完成两步同意程序的与会者的联系信息。

o 将与赞助商共享以下参会者信息：姓名、电子邮件地址、地址（包括省市、邮政编
码、国家、地区）、电话号码、职务及公司。

线下峰会商机分享机制

o 作为赞助权益，赞助商将获得免费的客户信息采集设备（如扫码枪，根据赞助等级的不同设备数量有所差异）。这
些设备可以让您在展位上扫描参会人员胸卡，用以收集参会人员信息。

o 所有与会者胸卡上都将有征询与会者意愿的文字提示：即如他们允许赞助商扫描胸卡，则表示他们同意AWS将他们
的联系信息分享给赞助商。

o 只有在赞助商扫描了与会者的胸卡后，AWS 才会与该赞助商共享与会者的联系信息。

o 将与赞助商共享以下参会者信息：姓名、电子邮件地址、地址（包括街道地址、城市、州、邮政编码和国家）、电
话号码、职务和公司。这些信息将在每次活动结束后与赞助商共享。

报名信息常见问题活动概览 营销推广机会参会情况 赞助权益

活动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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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O | CMO | COO | VP 信息技术经理| 信息技术总监| 信息技术主管开发人员| 架构师信息技术管理员(非桌面/支持)

参会用户画像
报名信息常见问题活动概览 营销推广机会参会情况 赞助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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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用户画像（大中华区）
报名信息常见问题活动概览 营销推广机会参会情况 赞助权益

IT专业人员

30%

销售/市场

18%

开发者/工程师

16%

IT主管

13%

企业主

6%

工作职位

计算机/电子行业

28%

教育行业

18%

软件/互联网行业

17%

金融服务行业

8%

专业服务行业

5%

行业分布

大型企业

51%

中小企业

20%

政府

5%

公司规模

尚未使用AWS 

39%

评估/实验AWS的使用情况

29%

在AWS上运行多个工作负载

16%

AWS业务状况

在AWS上运行开发/测试工作负载

10%

在AWS上运行单个工作负载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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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上海 深圳 台北 香港（线上）

活动日期 6月15-16日 7月 8月 7月7-8日 5月27日

参会人数 16,000 7,000 2,200 4,800 4,600

铂金赞助商 US$ 50,000 US$ 45,000 US$ 30,000 US$ 45,000 -

金牌赞助商 US$ 30,000 US$ 25,000 US$ 25,000 US$ 25,000 US$ 20,000

银牌赞助商 US$ 20,000 US$ 15,000 US$ 10,000 US$ 12,000 US$ 10,000

参展赞助商 US$ 10,000 US$ 8,000 US$ 6,000 US$ 4,000 -

1. 以上所有价格均为美元、不含税净价
2. 提前报名或参加多城峰会可享 10% 优惠，但优惠不可叠加
3. 参展赞助商不享受优惠折扣

o 参展赞助商仅面向于AWS合作伙伴网络（APN）中精选级或更低层级合作伙伴招募
o 参加多城峰会：参加大中华区2站或更多站城市峰会
o 提前报名截止日期：2021年3月31日

报名信息常见问题活动概览 营销推广机会参会情况 赞助权益

赞助等级及权益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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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赞助商 铂金 金牌 银牌 参展商

公司标识、网站链接及网站上 50 字公司简介 • • • • •
活动场馆内部、与会者胸牌上以及主旨演讲期间显示显著公司标识 • • • • •
直销邀请邮件、提示、会后致谢邮件中显示公司标识 • • • •
联名邀请函 • •
定制化设计联名宣传海报，相关媒体推广资源（AWS自有，AWS pay-media）以及注册二
维码 • • •

短视频中的logo露出（AWS官方抖音公众号） • • • •
暖场环节循环播放合作伙伴宣传视频 • • • •
演讲时段，AWS统一管理演讲时段参会的潜在客户信息采集
(**台北站银牌赞助商不提供演讲时段) • • • •

演讲者通行证 • • • •
展台（尺寸以各站实际情况为准） • • • • •
展区定制化广告位（展区剧场大屏幕及展区广告显示屏） • • • • •
手持扫码枪(**台北站参展赞助商不提供) • • • • •
参展证 • • • • •
展区免费WIFI • • • • •
会后报告 • • • • •
专属小型会议室（4-6人） • •
高层午餐会入场券 • •

*仅适用于北京，上海，深圳峰会，具体权益细节请参考各分站资料

赞助等级及权益（线下）
报名信息常见问题活动概览 营销推广机会参会情况 赞助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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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市场推广机会——MPO，是一种仅面向已签约赞助商提供的、与每场单独AWS峰会和场地
相关的增值权益。MPO旨在通过独特的参与度、品牌知名度和体验机会来定制和提升赞助商的
参与度。MPO以先到先得的方式提供。

具体的MPO赞助列表会在2021年3月初发布
如有任何问题，请联系：awssummit-sponsorship-gcr@amazon.com 

报名信息常见问题活动概览 营销推广机会参会情况 赞助权益

增值市场推广机会 (MPO)

mailto:awssummit-sponsorship-gcr@amazon.com?subject=Question%20about%20Sponsoring%206%20or%20More%20Summ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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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技术峰会赞助只针对 APN 合作伙伴和特定的企业客户开放。如果您还不是 APN 合作伙伴，在此
了解更多信息: https://aws.amazon.com/partners/ 赞助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当您确认好赞助意向后，请填写合同申请表。随后赞助协议将在2个工作日内发送给您。

其他疑问可发送电子邮件至 awssummit-sponsorship-gcr@amazon.com 了解更多信息。

2021年AWS技术峰会赞助可享受折扣，请发邮件给我们以了解更多信息。

常见问题于解答
报名信息常见问题活动概览 营销推广机会参会情况 赞助权益

https://aws.amazon.com/partners/
https://airtable.com/shrKP8q5hFa2RLn3R?mkt_tok=eyJpIjoiTUdNNE9HTTFNRGd3TkRJeiIsInQiOiI0YmZ0aGFzcmdPZVwvWTVKR1pKMFpXT05tV1d0bzVRbDEySTNUUWEzcDFrdTMxUFdGK2tJWTFxMzl1THZjSm5iQ2FITzJ2bE9xWXNidjlpajBmWHlIRnc9PSJ9
mailto:awssummit-sponsorship-gcr@amazon.com
mailto:awssummit-sponsorship-gcr@amazon.com?subject=2021%20AWS（中国）技术峰会赞助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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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赞助优先选择AWS合作伙伴网络
（APN）成员。要了解成为APN会员

的更多信息，请访问此链接。

参展赞助商仅面向于AWS合作伙伴网
络（APN）中精选级或更低层级合作

伙伴招募

若要申请赞助

请点击此处填写合同申请表格

合同将按照要求的顺序交付。合同将
在2-3个工作日内通过DocuSign信封发
送给您的签字人，或您要求的地址。

如果贵公司的政策禁止通过其他公司
的DocuSign信封进行签字，请在您的
合同请求中注明这一点，我们将发送

PDF版本供您签字。

查看全球赞助条款和条件

除了与AWS签订MSA的合作伙伴，我
们不会更改或定制条款和条件。

我们的赞助方案以先到先得为原则，
我们将允许赞助商在赞助合同签订日

期前选择其赞助展位位置。

双方合同签订后，我们将出具发票。

如无更早需求，发票将在每次活动开
始前90天寄送。需要在收到发票后30
天内或活动开始前支付赞助费。

可通过支票或电汇付款。

报名信息常见问题活动概览 营销推广机会参会情况 赞助权益

报名及签约步骤

*AWS保留对相关内容的最终解释权

https://aws.amazon.com/cn/partners/
https://airtable.com/shrKP8q5hFa2RLn3R
https://d1.awsstatic.com/legal/EventSponsorshipTermsandConditions/AWS_Event_Sponsorship_Terms_and_Conditions_Chinese_Simp_(2020-08-0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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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9日

赞助招募及签约启动

4月初

AWS峰会说明会

4月30日

赞助招募截止

3月31日

早鸟折扣截止

4月

内容审核开始

5月
内容审核截止 峰会开启

峰会时间轴

7月

8月

报名信息常见问题活动概览 营销推广机会参会情况 赞助权益

5月27日

6月15-16日

7月7-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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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意向请联络
awssummit-sponsorship-gcr@amazon.com

期待与您合作!

mailto:awssummit-sponsorship-gcr@amazo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