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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 IT 渠道垂直媒体，专业权威的内容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在专业内容建设方面我们始终坚持高投

入，高要求的“深度专业”理念。

借助《电脑商情报》、CBINEWS.COM 两大平台以及存储伙伴、服务器伙伴、云伙伴三个细分媒体网站，

发展至今我们已经成为信息最丰富、新闻最及时、原创最深入的 IT 渠道垂直媒体群，是渠道伙伴及时

获取渠道资讯和深度原创报道的第一选择。

目前，《电脑商情报》及 CBINEWS.COM 已经成为中国市场 IT 渠道资讯传播的核心平台，我们也积

极与 IT 行业领导者沟通对话，为产业谏言献策，为行业发展寻找前进方向。

精准定位
深度专业

 深度内容报道

我们始终坚持对
渠道生意的商机挖掘

 细分渠道人群

我们始终坚持对渠道
细分人群的精准定位

 渠道领袖对话

我们始终坚持与
业界渠道领袖保持沟通

 行业大会直播

我们始终坚持对
技术趋势的最新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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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脑商情报》创立于 1992 年 3 月，作为中国区域市场第一 IT 传媒，

《电脑商情报》独创了锁定目标的发行方式，确保了《电脑商情报》的

推广服务时始终能比竞争对手领先一步，其目标是“聚焦渠道进化、关

注方案集成”。

WWW.CBINEWS.COM
CBINEWS.COM 创立于 1997 年，目前是中国最大的企业级 IT 渠道垂

直网站，CBINews 网站不仅为厂商和合作伙伴双向传递市场资讯，更

为厂商和合作伙伴提供独具特色的专业内容、商务工具及新型推广服务。

存储伙伴创立于 2013 年，存储伙伴是一家聚焦存储渠道的网络媒体，

定位于企业级存储市场网络服务平台。坚持在原创、专业、深度、互动

的原则下，提供最丰富、最前沿的企业级存储资讯；最专业、最有效的

渠道伙伴政策。

服务器伙伴创立于 2013 年，服务器伙伴是一家聚焦服务器渠道的网络

媒体。定位于企业级服务器市场的网络服务平台。服务器伙伴关注海量

服务器、高性能服务器以及数据中心市场最新变化，分享服务器市场生

意机会，希望为中国服务器的渠道生态链贡献力量。

云伙伴创立于 2014 年，其目标是帮助伙伴向云转型，聚焦私有云、混

合云、公有云市场的最新进展，关注传统 IT 公司、互联网公司、运营

商及新生代云公司的渠道、技术和市场最新动态，帮助传统渠道伙伴、

方案商及 MSP 寻找云计算转型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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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分渠道人群
  我们始终坚持对渠道细分人群的精准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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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步全闪存时代》
——国内首家针对全闪存市场深入调查的媒体

《国产化的“蝴蝶效应》
——国内持续跟踪报道国产化变局的媒体

《大数据落地“困局”》
——国内首家针对大数据落地难深入调查的媒体

《准备好迎接超融合架构时代了吗？》
——国内首家针对超融合市场深入调查的媒体

          深度内容报道
我们始终坚持对渠道生意的商机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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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大会直播
       我们始终坚持对技术趋势的最新传递

● 2015 年 3 月，美国拉斯维加斯，
独家报道 2015 惠普全球合作伙伴大会

● 2015 年 3 月，美国圣何塞，独家报道首届 OpenPOWER 峰会

● 2015 年 4 月，
加拿大蒙特利尔，现场直播思科全球合作伙伴大会 2015

● 2015 年 8 月，
美国旧金山，现场直播 VMworld2015 大会

● 2015 年 10 月，
美国奥斯汀，现场直播 DellWorld2015 大会

● 2015 年 5 月，
美国拉斯维加斯，现场直播 2015 EMC World 全球大会

● 2015 年 10 月，
美国拉斯维加，现场直播 NetApp Insight 2015 大会

● 2015 年 11 月，
印尼巴厘岛，现场直播 Canalys 亚太渠道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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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闵毅达
戴尔亚太及日本地区总裁、戴尔全球新兴市场董事长

  张永健
惠普全球副总裁、云计算集团中国区总经理

  王一山
惠普公司中国区副总裁及企业集团渠道部总经理

  邓惠钧
NetApp 中国区渠道发展总经理

  李国庆
戴尔全球副总裁、大中华韩国及蒙古总经理

  邵岩鸣
思科大中华区资深副总裁、大中华区合作伙伴事业部总经理

  富莉莉
Avaya 大中国区副总裁渠道部总经理

   宋 青
VMware 大中华区渠道及区域销售部高级总监

          渠道领袖对话
我们始终坚持与业界渠道领袖保持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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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道资讯
触手可及

移动互联网时代渠道伙伴不会满足于脱胎纸媒体的文字和图片内容表现形式，我们清晰理解这一变化，

在内容产品上锐意进取，通过多种形式，在不同维度上传播渠道资讯，给渠道伙伴最简洁快速的内容

体验。

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渠道伙伴会使用多种方式访问互联网，针对手机、平板电脑用户的需求，我们开

发了适合移动访问的 HTML5 页面以及入驻多个过亿用户群的移动客户端。数据显示，通过移动端

获取渠道资讯的用户已经高于 PC 端，更多人可以在智能移动设备上得到与 PC 几乎一致的访问体验，

用户不必打开电脑也能快速获取专业资讯。

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渠道伙伴要求垂直专业媒体提供的相关信息既要深入专业，又必须简单快速，改

善用户的阅读体验是永不停止的工作，我们愿为这一变化投入更多的资源。

目前我们已经拥有 WAP 网站、在微信、微博开通了公众订阅号及官方微博、入驻了搜狐、网易两家

新闻客户端，“粉丝”累计高达 30 万。

移动
WAP 站

微信
公众账号

官方微博
和 KOL

搜狐、网易
新闻客户端



移动
WAP 站

m.cbinews.com
电脑商情网 WAP 站是移动用户获

取渠道资讯的首选网站。2015 年

电脑商情网 WAP 网页日均访问量

达到了 2 万。针对不同系统、屏幕

分辨率的平板电脑、智能手机访问

电脑商情网页面，技术团队也进行

了充分准备，所有页面均可自动适

应移动设备访问，并提供与 PC 一

致的浏览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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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
公众账号

cb
inew

sw
x

         微信号：

我们已经在微信上开设了微信公众号，订阅用户已经超

过 35000；我们还针对细分市场开设了存储伙伴网、服

务器伙伴网以及云计算伙伴网三个公众订阅号，累计订

阅用户超过 13000；

  电脑商情报：
cbinewswx

  存储伙伴：
storagepartner

  服务器伙伴：
serverparnter

   云计算伙伴：
cloudpart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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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微博：

电脑商情报

我们已经在微博上开设了官方微博，其中新

浪微博粉丝拥有 1 万；我们还针对细分市场

开设了存储伙伴、服务器伙伴以及中国云渠

道三个官方微博，累计粉丝超过 1 万；此外，

我们还拥有三位粉丝过万的 KOL（意见领袖），

他们分别是 CBI 牛漫、郑凯 kay 和 CBI 申耀，

累计粉丝超过 10 万。

关注+

官方微博
和 KOL

w
eib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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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覆盖
移动新媒体

cb
inew

s

我们已经入住百度百家、今日头条、搜狐等新媒体平台，累计订阅用户超过 10 万。

电脑商情报 电脑商情报 电脑商情报



数据资源
创建商机

经过 10 余年的数据采集、清洗、挖掘、核实与整理，我们目前已经建成国内一流的专业、精准、细

分的数据库，其中渠道数据接近 10 万条，包括 5.5 万条增值渠道数据以及 4.5 万条海量渠道数据；

行业用户数据超过 17 万条。这些数据可以提供包括会议邀请、渠道招募、通过白皮书 / 视频观看等

方式创建销售线索、调研问卷以及 EDM 等形式在内的数据营销服务。

Data

渠道数据分析

01

行业数据分析

02

数据服务介绍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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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道数据分析

渠道职务分类占比
   职务               占比

C-Level             19%

渠道总监            8%

渠道经理            11%

销售总监            13%

销售经理            20%

技术售前            6%

技术售后            3%

普通职员            19%

渠道区域分类占比
类型          占比

华北          21%

华南          15%

华中          18%

华东          17%

东北          9%

西北          9%

西南          11% 

渠道城市分类占比
   类型                占比

一级城市     35%

二级城市     26%

三级城市     23%

四到六级城市     16%

渠道类型分类占比
     类型                 占比

系统集成商    22%

软件开发商    10%

方案提供商    5%

服务提供商    7%

增值分销商    29%

增值经销商    27%

渠道行业分类占比
类型   占比

制造    27%

教育    21%

医疗    15%

政府    11%

金融   10%

电信    6%

能源    6%

交通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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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数据分析

行业 机构量   百分比

制造 47,468   27.15%

教育 34,703   19.85%

医疗 20,590   11.78%

政府 25,653   14.67%

金融 8,780   5.02%

电信 5,690   3.25%

能源 8,826   5.05%

交通 7,560   4.32%

其他 15,560   8.90%

合计 174,830 

                            联系人量
        CIO        IT 部门经理        IT 部门职员

制造  47,468        9,000     14,500         24,640 

教育  34,703        7,560     12,035         15,600 

医疗  20,590        5,400     5,568         9,876 

政府  25,653        6,543     7,328         12,056 

金融  8,780        1,200     3,560         4,320 

电信  5,690        1,350     2,380         2,000 

能源  8,826        1,700     1,600         5,536 

交通  7,560        1,590     2,380         3,660 

其他  15,560        1,690     5,525         8,560 

合计  174,830     36,033   54,876         86,248 

 行业      机构量

目 前，CBI 行 业 数
据库中较为有优势
的行业是：制造、
医疗、教育。

行业用户数据总量

行业用户数据职务分布

行业用户数据区域分布

行业用户数据行业分布

非信息部门主管 8%

其他 4%

设备采购 14%

信息部门人员 19%
核心管理层 23%

信息部门主管 32%

核心管理层：  董事长、总经理、总裁、企业主、合伙人、政府及事业单位领导

信息部门主管：  CIO、信息部经理

信息部门人员：  信息主管、工程师、信息部职员

设备采购：  设备采购经理、设备采购主管、政府及事业单位采购部

非信息部门主管：  行政部主管、办公室主管、财务部主管

其他：  销售部门人员、后勤部人员。

一级城市：  北上广深 25%

二级城市：  省会城市、天津、重庆 22%

三级城市：  地级市（经济较发达） 20%

四级城市：  地级市（一般城市） 12%

五级城市：  县级市 14%

六级城市：  乡镇村 7%

目前，CBI 行业数据库中按照职务划分，核心管理层及信息部门主管占比为
55%，信息部门人员、设备采购等占比 45%。

目前，CBI 行业数据库中按照城市划分，一线城
市占比 25%，耳机城市 22%，三级城市 20%，
四到六级城市占比 33%。

六级
城市 
7%

五级城市 
14%

四级城市 
12%

三级城市 
20%

二级城市 
22%

一级城市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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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服务介绍

通过 CBINews 网站在渠道用户当中的良好口
碑，向会议相关人士主动推荐会议信息，最终满
足会议举办需求。服务内容包括：多轮会议邀约；
身份核实；会前通知；客户回访；邀请报告。

有效渠道伙伴数据超过 5 万
条，可随需订制；多维度数
据属性保证信息传达的精准
有效；先进的邮件发送平台
确保 EDM 发送成功率；亦
可将硬广软文等多种形式植
入每日推送的 EDM 邮件。

创建销售线索是我们为国内外厂商提供
的从数据筛选、播发、注册到采集并生
成销售线索的一站式综合推广服务。通
常情况下，我们依照客户目标需求，从
数据库中筛选合格的注册名单，通过白
皮书下载、视频观看、调研问卷等内容
推送方式，进而准确采集目标的意向和
反馈，最后生成销售线索以满足客户的
市场推广需求。 

会议邀请、渠道招募

 电子邮件营销
（EDM） 创建销售线索



广告服务1

内容营销2

网站专题4

webinar 服务5

视频录制服务6

新媒体服务7

渠道奖项3

整合服务
高效有效

在新媒体时代，媒体的真正价值远不止资讯传播和广

告发布，而在于能够提供全方位、全平台的整合营销

服务，在产品和品牌的推广之外，还应该能够为客户

提供更多的销售机会。

实践证明，我们是渠道垂直媒体中最有效的营销平台。

除了依靠高质量的渠道伙伴用户群获得强大的平面、

网站广告影响力之外，在内容、数据、在线会议直播、

新媒体服务等方面的积累也让我们拥有最强大的全面

整合营销能力。

当客户有不同的诉求时，我们的销售服务团队可以针

对客户各层次的需求，利用《电脑商情报》锁定目标

发行及 CBINEWS 网站的垂直行业竞争力，结合自己

丰富的实战经验和对整合营销的深刻理解，提供最有

效果的解决方案。

平面、网站、移动

案例采写、minisite、
信息图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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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服务

19

网站广告

移动广告

平面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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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电脑商情报》、

CBINEWS.COM 以 及

社 交 媒 体（ 微 博、 微

信）平台，我们可以提

供 有 效 的 内 容 营 销 服

务， 包 括 案 例 采 写、

minisite、信息图制作）

案例
采写

内容营销

minisite

信息图
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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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道奖项

渠道冠军

年度大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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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专题

2015 年，我们为 VMware、联想、惠普等客户提供定制化的网站专题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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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录制服务

2014 年，我们为戴尔、思科等客户提供定制化的视频专题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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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会议服务

依托先进的视频点播和 P2P 流媒体技术及时为厂商的产品策略、渠道政策、技术支持、

售后服务等内容提供个性化的推广服务。简单易用的管理页面，任何人都可以轻松

参与在线会议，并可实时互动，无需任何软硬件安装，用户可以从任何浏览器参与。

基于在线会议直播，我们提供两种服务：在线渠道培训平台以及在线渠道招募。

——在线渠道培训平台、在线渠道招募

联想
渠道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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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服务

调查显示，微博、微信、移动新闻客户端是客户最重视的新媒体类型，我们在上述三大平台都拥有成熟的经验，

可为客户提供微博、微信代运营、微博、微信上墙以及基于 CBI 媒体群的微信公众号的内容营销服务。

微信内容营销
微信内容营销，主要针对使用智能手机的中高端渠道伙伴人群，
以微信的高到达率为手段，主打精准营销，便于品牌价值传播，
并且可以实时与用户交互沟通，获取效果反馈。它的优点是：针
对性强、传播精准、交互性强、实时灵活成本低。

广告展现形式
范例一

广告展现形式
范例三

广告展现形式
范例二

微信公众号
媒体文章后文字推荐

微信公众号
媒体文章后图文 + 原文阅读链接

微信公众号
媒体当日文章首页图文

+ 正文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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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耀                    

POST：总经理                       
TEL：010-62178877-218                       
E-MAIL：shenyao@cbigroup.com
微信号：shenyao 
QQ 号：15528356

广告代理：北京米迪亚广告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 :11010874333612X

地址 :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8 号 6 层

开户行 : 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双榆树支行

帐号 :861581900310001

联系方式
Contac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