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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志	–	在线	–	活动	–	商业网络
自2014年5月起，《中德投资平台》（至2018年12月31日为止为《中德并

购交易平台》）始终致力于搭建中德投资交易信息互换的桥梁。《中德

投资平台》由德国《企业家》杂志（发送至约1万3000家德国中小型企

业）及《M&A REVIEW》杂志（自1990年起作为并购领域杰出杂志）共同

创办，为中德企业、相关领域的专业投资顾问以及对跨境投资怀揣美

好愿景的企业家们提供优质行业信息。《中德投资平台》致力于向活跃

在德语国家的中国投资者营造一种互信友好的投资氛围，及时追踪报

道有关中德企业跨境投资活动的行业信息。企业融资、并购、绿地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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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ment Plattform China/Deutschland

ÜBERNAHME
JOMOO kauft Küchen-
hersteller Poggenpohl
Seite 20

BESTANDSAUFNAHME
Halbzeit bei 
„Made in China 2025“
Seite 38

VERTRAGSSCHUTZ
Absicherung von M&A-Deals 
in COVID-19-Zeiten
Seite 26

Weitere Informationen zum 
Thema fi nden Sie unter:

investmentplattformchina.de04Magazin  -  Online  -  Events  -  Netzwerk

Investment Plattform  
China/Deutschland 

Nov 2020

Greenfi eld – Joint Venture – M&A 

Das Modell der zwei Kreisläufe
China setzt auf Binnenkonsum und Export

双循环模式
中国现依靠国内消费和出口

更多本主题相关
信息请访问：

investmentplatformchina.com04杂志 - 在线 - 活动 - 商业网络

中德投资平台

2020年11月

绿地投资 – 合资公司 – 企业并购

收购
九牧收购橱柜制
造商博德宝
第18页

总结分析
“中国制造2025”
的中场情况
第34页

合同保护
新冠疫情期并购交
易的保障
第24页

内消费和出口出口

双语版
本	

德语&中
文

和合资合作的案例研究是平台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具有很高的

实用价值。

《中德投资平台》是一个跨媒体的双语服务平台，其范围不仅限于信

息媒体：它包括每年四期杂志（电子版和印刷版），在线门户网站www.

investmentplatformchina.com和每月平台快讯“ Platform News”，

以及提供线下交流和商业网络的各类活动。自2019年起，新载体China 

Investment Media GmbH是总部位于慕尼黑的GoingPublic Media AG

的全资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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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人群/读者
企业所有者、经理、董事及家族企业的管理人员、跨国投资团体、银行、

顾问、机构投资人、家族理财室、财经界人士、舆论引领者（政治界人士、

学术界人士、协会代表等）

分发派送
德国: 重视中国业务的德国中小型

企业、德国上市公司、通过商业网

络、行业协会和各类活动及展会

进行派发

中国: 通过累计整理的公司列表

（超过2000家中国上市企业）、合

作伙伴、现有商业网络以及活动

展会进行派发

本平台致力于实时更新有关中德企业投资活动的现状和趋势，发布投资

交易的实际案例和对投资决策者的采访，分析市场现状以及市场潜力。

 

 

  

信息平台
(每年出版四期杂志，
中德双语）

发布投资快讯和专家评论
的交流平台
在线平台: investmentplatformchina.com 
电邮速递: 中德投资快讯

独家合作伙伴平台，
为加强人脉网络和交
流提供定期会晤机会

面对面交流平台
(与在德国和中国举行的相关
活动或者展会建立合作关系）

杂志

在线
商业网络

活动

跨媒体平台一览

形式
中德双语。在印刷版中德语中文各占一半篇幅。

3.000 – 
4.000

3.000 –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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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发行日期一览

发行日期 投放广告截止日期 印刷截止日期

期号1/21 2021年03月31日 2021年03月17日 2021年03月19日

期号2/21 2021年06月30日 2021年06月16日 2021年06月18日

期号3/21 2021年09月30日 2021年09月15日 2021年09月17日

期号4/21 2021年11月30日 2021年11月17日 2021年11月19日

Investment Plattform China/Deutschland

市场&数据
经济形势 - 市场 - 交易

最新趋势
行业焦点 - 新投资者 - 高科技

企业融资
私募股权 - 资本市场 - 兼并收购

实践
案例分析 - 经验交流 - 税务&法规

投资交易管理
投资规划 - 挑选目标 - 战略发展

活动&人际网络
顶级活动 - 企业决策层 - 投资团体

话题范围



代理商服务费: 15%
所有价格须再加法律规定的增值税

特刊
特刊包括杂志封面（标明特刊）以及客户想要的文章。价格面议。

广告规格 出血版
（宽x高）毫米
3mm	切边

版心
（宽x高）毫米

价格

U2 210 x 297 – 4200欧元 (33,600人民币)

1/1整页 210 x 297 178 x 248 3500欧元 (28,000人民币)

1/2纵向/横向 105 x 297/210 x 148 85 x 248/178 x 125 2400欧元 (19,200人民币)

1/3纵向/横向 70 x 297/210 x 99 53 x 248/178 x 76 1900欧元 (15,200人民币)

德语和中文版本广告组合价格
1/1 + 1/1 210 x 297 178 x 248 5250欧元 (42,000人民币)

1/2 + 1/2页 纵向/横向 105 x 297/210 x 148 85 x 248/178 x 125 3600欧元 (28,800人民币)

1/3 + 1/3页 纵向/横向 70 x 297/210 x 99 53 x 248/178 x 76 2850欧元 (22,800人民币)

其他广告规格和特殊广告形式按照客户要求调整

PDF/电子杂志
本公司为文章提供PDF格式，如果客户需要，也可提供封面PDF（标明“电子

特刊”）；客户有在线发布的所有权，不限时间地区：250欧（2,000人民币）。

为文章准备电子杂志，包括各自的多媒体内容（链接、照片墙、视频）；客

户有在线发布的所有权：根据复杂程度750欧（6,000人民币）起。

广告价格 | 5



广告规格 | 6

2/1页，出血版  2/1页，版心         1/1页，出血版         1/1页，版心

2/3页，纵向，出血版  2/3页，纵向，版心         2/3页，横向，出血版         2/3页，横向，版心

特殊规格敬请咨询！

杂志社保留优化广告

排版的权利

1/2页，纵向，出血版  1/2页，纵向，版心         1/2页，横向，出血版         1/2页，横向，版心

1/3页，纵向，出血版  1/3页，纵向，版心         1/3页，横向，出血版         1/3页，横向，版心    小块广告，版心        封面广告

COVID-19
Ein Virus und seine Folgen

INDUSTRIE 4.0
fischer automotive 
 expandiert in China
Seite 24

„KREDITWÜRDIGKEIT“
Start des Social 
Credit System 
Seite 48

E-MOBILITÄT
Chancen deutscher 
Unternehmen in China 
Seite 44

Weitere Informationen zum 
Thema fi nden Sie unter:

investmentplattformchina.de01Magazin  -  Online  -  Events  -  Netzwerk

Investment Plattform  
China/Deutschland 

Feb 2020

Greenfi eld – Joint Venture –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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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和装订程序：	 单张胶印，胶装

印刷材料：  CD片里的数据，FTP传输或电子邮件。

 直接发送到出版社。

电子邮件:  WeTransfer, druckdaten@goingpublic.de

WeTransfer:  goingpublic.wetransfer.com

数据规格:  X3 PDF, X4 PDF, EPS (矢量化);

 更多规格敬请咨询

数据属性: Post Script数据

 切边：所有页面3毫米

 保存前分色

光栅:  70线

欧洲色标:	那些通过组合色彩也无法呈现的欧洲色标以外的特殊颜色或

色调，需要进行特殊协商。敬请根据各自情况询问。微小色彩误差在胶印

程序中处于可控范围内。

合同条件： 

请尽量提供颜色确定的预打样本，将样本连同其他数据以传真的形式发

给我们

印刷联系人:
Robert Berger（罗伯特·皮尔格）, 出版副主管

电话: +49 (0) 89/2000 339-15; 传真: -39

电子邮件: berger@goingpublic.de

交易/付款条件:	GoingPublic Media股份公司的业务条款适用于签署

合约。从开出帐单起，14天内付款可按净价付款；8天内付款可享受2%的

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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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对话”(investmentplatformchina.com)作为专业网站是中德投资

平台的在线形式。所有在线文章都包括中德双语版本。“投资对话”为企

业家、投资者以及咨询人士提供有关跨境投资领域发展情况的信息，此外

在博客上您还能浏览所有电子杂志以及各方最新的商业活动、获得更多

媒体网络服务。

每月10,000
次网页曝光。

中德所有相关活动一览
（活动前瞻&活动回顾）

引人关注的精选专家专栏

交易雷达：无论是成立合资公司
还是绿地投资，您都将获得第一
手消息！

广告类型和价格

媒介1 规格2 价格/周 价格/月

墙纸 728x90/
120-160x600

800欧元
(6,400人民币)

3200欧元
(25,600人民币)

中等矩形 300x250 400欧元
(3,200人民币)

1900欧元
(15,200人民币)

页首横幅广告 728x90 300欧元
(2,400人民币)

1600欧元
(12,800人民币)

（宽幅）
垂直网页边栏

120-160x600 300欧元
(2,400人民币)

1600欧元
(12,800人民币)

1) 横幅广告可以旋转
2) 以像素为单位；更多规格，特殊广告版式和价格折扣敬请咨询！代理商服务费：15%； 
 所有价格须再加法律规定的增值税

墙纸：页首横幅广告和垂直网页边栏相结合 （
宽
幅
）
垂
直
网
页
边
栏
（
1
2
0
-1
6
0
x
6
0
0
像
素
）

页首横幅广告（728x90像素）

			中等矩形
（300x

					250像素）

investmentplatformchina.com	–	中德投资平台网页曝光量
14.000

12.000

10.000

8.000

6.000

4.000

2.000

0
2014年8月                 2015年8月                  2016年8月                 2017年8月                 2018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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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投资快讯: 
作为独家网站investmentplatformchina.com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德投

资快讯每月向您独家发布投资市场动态。

广告投放形式及价格: 
名称	 形式	 价格（每期）
图文广告 最多不超过80字 1.000欧元 （8，000人民币）

图片广告 468 X 60 像素 600欧元 （4，800人民币）

在线联系人:	
陈思远, 平台经理 ·li@investmentplattformchina.de·

电话: +49 (0) 89-2000 339-56 ·手机: +49 (0) 176-6257 4325

在线广告投放	邮件地址: 
online@goingpublic.de

广告投放递交信息: 
· 网页：GIF、JPEG、HTML 文件，截止日期3天前递交，带备用文件

· 电邮：静态GIF及JPG文件，截止日期3天前递交

· 富媒体：截止日期5天前递交

· 请将广告材料按照规定尺寸递交

· 请将广告材料按照规定形式命名，例如公司名称 网页 名称 时间

· 请不要忘记将目标网页的网址一并递交给我们 2020年发行日期: 
1月8日, 2月5日, 3月4日, 4月8日, 5月6日, 6月3日, 

7月8日, 8月5日, 9月9日, 10月7日, 11月4日, 12月2日

图文广告	最多不超过80字

图片广告	（728	X	90	像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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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传播
• 	通过邮件直接推送 
中德共超过2,000个接收地址

• 	内部平台（简要） 
- Unternehmeredition.de 
- 电子新闻：以母公司为重点 
- VC-Magazin.de 
- ma-review.de

 
•  关系网络（简要) 

- 中国最新：来自巴伐利亚中德经济文化协会的电子新闻资讯 
- 中国简报 
- 来自毕马威中国的电子新闻 
- 来自墨柏林中国咨询的新闻 

- 法兰克福莱美两河地区国际投资促进会电子新闻（中文版）

电子杂志浏览情况
Ø 德语版每期平均2,300次点击量

Ø 每期平均阅读时间8分37秒

Ø 中文版每期平均2,000次点击量

Ø 每期平均阅读时间9分07秒



协会/联合会 促进经济发展组织/当地市场营销机构

传媒合作（精选) | 11 

Medienpartner/Netzwerk:

海盐	Hai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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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ingPublic	Media	股份公司的更多平台

China Investment Media GmbH
GoingPublic Media AG旗下公司

地址：Hofmannstr. 7a （霍夫曼大街7a) 
邮编：D-81379 München （慕尼黑)

电话: +49 (0) 89-2000 339-0
传真: +49 (0) 89-2000 339-39
邮件: info@investmentplattformchina.de
网址: www.chinainvestmentmedia.com

Investment Plattform China/Deutschland

Markus Rieger (马库斯·里格尔) 总经理 

rieger@investmentplattformchina.de
电话: +49 (0) 89-2000 339-0
手机: +49 (0) 177-306 70 12

陈婷, 销售及市场经理（中国）

chen.ting@sh.china.ahk.de
电话: +86 (21) 508 122 66-1837

www.goingpublic.de www.unternehmeredition.de

www.hv-magazin.dewww.fus-magazin.de

Plattform

Life Sciences

www.plattform-lifesciences.de 

www.bondguide.de

Die Plattform für Unternehmensanleihen

Weihua Li, 平台经理 
li@investmentplattformchina.de
电话: +49 (0) 89-2000 339-56
手机: +49 (0) 176-6257 4325
微信: hua017662574325

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