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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介绍



举办时间
2 0 2 2 . 11

举办地点
深圳

举办规模
3 0 0 0⼈到场
百万直播观看

全球开源技术峰会GOTC 2022

全球开源技术峰会（Global Open-source Technology Conference），简称 GOTC，是由 Linux 基

⾦会亚太区、开源中国和中国社区联合发起的，⾯向全球开发者的⼀场盛⼤开源技术盛宴。 

GOTC 2022 将于深圳举办为期 2 天的开源⾏业盛会，将以⾏业展览、主题发⾔、特别论坛、分论坛的

形式展现，与会者将⼀起探讨元宇宙、3D 与游戏、eBPF、Web3.0、区块链等热⻔技术主题，以及开

源社区、开源商业化、开源教育培训、云原⽣等热⻔话题，探讨开源未来，助⼒开源发展。



关于 LF APAC

Linux基⾦会致⼒于围绕开源项⽬构建可持续的⽣态系统，以加速技术开发

和⾏业采⽤。Linux基⾦会成⽴于2000年，通过财务和智⼒资源，基础设

施，服务，活动和培训为开源社区提供⽆与伦⽐的⽀持。通过共同努⼒，

Linux基⾦会及其项⽬形成了共享技术创建中最雄⼼勃勃且成功的投资。

Linux基⾦会在中国区的业务由Linux Foundation APAC（LFAPAC）团队

负责，总部位于⾹港。

不仅仅是Linux

Linux基⾦会及其项⽬在全球有1000多家公司成员，其中包括在战略性使⽤开放源码⽅⾯处于领先地位

的公司，中国会员如华为、腾讯、阿⾥巴巴、百度、微眾銀⾏等。还有许多从初创到中型市场的会员

公司，以及⾦融和医疗保健等⾏业的专家， Linux基⾦会正在推动全球创新。

超过1500+会员

Linux基⾦会现在远远超出了Linux， Linux基⾦会主持跨越企业IT，嵌⼊式系统，消费电⼦，云计算，

⽹络等的项⽬。



世界第⼆⼤代码托管平台

国内规模最⼤、最活跃的开发云

国内最⼤开源技术社区，开源爱好者的分享和交流平台 

中国主流程序员有⼀半以上已经成为注册会员

500 万+ 
社区⽤户 500 万+⽇PV

100 万+⽇UV

72103
开源软件库

60 万+
年产优质内容

开发者 820 万+ 代码仓库 2000 万+

企业客户 24 万+覆盖⾼校 3500+

关于开源中国

开源中国成⽴于2008年8⽉，是⽬前国内最⼤、最活跃的开源技术社区。⾃建⽴之⽇起，社区秉承“⾃

由、开放、共享”的开源精神，不遗余⼒地推动国内开源软件的应⽤和发展，为本⼟开源技术能⼒的提

⾼、开源⽣态环境的优化提供⻓期的推动⼒。



全球开源技术峰会GOTC2021，除了有重磅嘉宾到场演讲

外，还有很多亮点环节：

• ⼤会现场观众超过 7千⼈， 展台观众超过 3千⼈，
直播观看量 544.6万⼈次，直播海外观众超过 3.3万
⼈。触达近 600万国内外开发者。

• 共计有超过 80家媒体报道⼤会，曝光超过 3.5亿
次，⽂章阅读量超过 500万次

• 中央电视台 2套经济半⼩时栏⽬做了开源专题报道，
观看⼈数超过 1千万，视频下载超过 10万次。

GOTC 2021精彩回顾

点击⼤会官⽹了解更多：https://gotc.oschina.net/

• 七⼤基⾦会主席⾸次

圆桌共话

• 开源之夜party

• 开源⻓廊

• ……

https://gotc.oschin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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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TC介绍

2022年主题：Open Source , Into the Future

开源中国王牌线下⼤会，重磅嘉宾出席，开源界标杆会议。

全球开源技术峰会 GOTC 2022



Open Source , Into the Future
⼤会主题

来⾃世界各地的开源爱好者、开源软件作者、开发⼈员、架

构师、技术领袖、⾸席信息官、⾸席技术官、技术社区、技

术媒体等

参会者

GOTC 2022  ⼤会安排

D AY 1   上午   主题演讲

        （线上线下同步进⾏）

D AY 1   下午   分论坛

D A

D AY 2   上午   主题演讲

        （线上线下同步进⾏）

D AY 1   下午   分论坛

全天展览

全天展览

⽇程安排



开幕式全球重磅嘉宾⻬聚⼀堂，碰撞出更多

开源新观点。

三⼤特别论坛，聚焦最前沿技术，元宇宙、

3D 与游戏、Web3.0、⼯业化、云原⽣、区块
链，技术⼤咖带你深⼊了解。

分论坛百花⻬放，开源安全、开源商业化、

开源教育、开源⼤杂烩，开源热⻔话题轮番

上阵。

开源⾏业标杆会议，紧跟时代潮

流，展示前沿技术，⽴⾜世界为

开源发声。

GOTC 2022  ⼤会亮点

⼤会现场更有别出⼼裁的新玩法，新潮技

术、趣味学习、互动性⼀⽹打尽。



⼤会开幕式全球重磅嘉宾（拟邀）⻬聚⼀堂

GOTC 2022  ⼤会亮点

Mike Milinkovich
Executive Director 

at Eclipse 
Foundation

Jim Zemlin 
Linux 基⾦会执⾏董事

Eric Steve Raymond 
Open-source 

Software Advocate

Craig Russell 
Apache 软件基⾦会

董事

Ibrahim Haddad  
LF AI & Data 基⾦会执

⾏董事

⻢越
开源中国 CEO

Brian Behlendorf
Linux 基⾦会开源安全
基⾦会总经理

Royal O'Brien
Open 3D 基⾦会执

⾏董事

Priyanka Sharma
General Manager at 

CNCF



GOTC 2022  ⼤会重磅嘉宾（拟邀请）

Joseph Jacks
OSS Capital 创始⼈

和合伙⼈

Mark Shuttleworth
Canonical 创始⼈

红薯（刘冬）
开源中国创始⼈&CTO

Robin Ginn
OpenJS 基⾦会执⾏董事

Marc Andreessen
Mosaic 创始⼈  

Daniela Barbosa 
超级账本基⾦会执⾏董事

Keith Chan 
CNCF 云原⽣计算基⾦会

中国区总监

Arpit Joshipura
Linux 基⾦会 
Networking、

Edge & IoT 总经理



GOTC 2022  ⼤会演讲嘉宾（拟邀请）

张晖 
浪潮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副总经理

刘湘雯 
阿⾥巴巴达摩院秘书
⻓，阿⾥云副总裁

侯震宇 
百度副总裁

肖然 
华为战略与发展副总裁

殷宇辉 
360集团技术副总裁

刘闻欢 
统信软件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

曹衡康
红帽全球副总裁
兼⼤中华区总裁



GOTC 2022  ⼤会出品⼈（拟邀请）

杨轩
Linux 基⾦会亚太区
业务发展总监

惠新宸（⻦哥）
PHP 开发组核⼼成
员，Zend 顾问，
⻉壳技术 VP

⻢全⼀
华为开源运营专家，
openEuler 技术委员

会委员

⾼卓麟
Hyperledger 基⾦会及 

OpenSFF
亚太区副总裁

熊谱翔
RT-Thread 创始⼈

张伟军
百度⼯程效能部效率云研
发总监，Gitee DevOps 产

品总监

Maggie Cheung
Linux 基⾦会开源软件
学园课程总监

⻩东旭
TiDB 创始⼈，

PingCAP 联合创始
⼈兼 CTO



GOTC 2022  ⼤会特别邀请（拟邀请）

稚晖君

华为昇腾计算DSA和AI算法⼯程师，

B站百万粉视频博主

罗永浩

企业家、演说家、锤⼦科技创始⼈

惊喜嘉宾带你了解前沿科技，获得更多不⼀样的参会体验

虚拟主持⼈（公开招募）

AI带你玩转GOTC



eBPF
eBPF 近两年成为超级⾰命性技术，它的发展不断扩展到⽹络安
全、内核安全、云计算等领域，此论坛将带您⼀览 eBPF 技术，
并结合到实际⼯作中。

Web 3.0
当我们在谈 Web 3.0，我们到底在谈什么？此论坛将带领观众
扫清迷雾，全⾯了解 Web 3.0 的形态与技术栈，以及探索可付
诸应⽤实践的⽅向。

聚焦“⼯业软件”
⼯业 4.0、⼯业互联⽹、智能制造、⼯业设施安全、软件到实
体……⼯业软件在开源的基础上，衍⽣出了各种⽅向的场景与应
⽤，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安全问题不容忽视。

GOTC 2022  ⼤会特别论坛

3D 与游戏
本论坛将带领观众畅玩 3D 与游戏世界，领略 3D 与游戏技
术，并探讨商业在其中的推动。



在 3D 与游戏会场，现场观众能够身临其境，仿佛置身游乐场，体验 3D 与游戏世界。现场体验各种 3D 引擎写游戏，现

场玩 3D 游戏。

GOTC 2022  ⼤会特别论坛——3D 与游戏

⾃2021年起Web 3.0和元宇宙逐步成为全球科技界的热⻔概念，国际科技巨头如Meta、⾕歌、苹果、华为、腾讯、
OPPO等均已在积极布局相关产业，其中⼀个关键技术就是3D引擎，⽆论是智慧城市、构建虚拟空间、⼯业设计还是
⾼度真实的沉浸式⽤户体验都离不开强⼤的3D引擎技术。本论坛从开源技术出发，将带领观众通过畅游3D元宇宙世
界，快速掌握O3DE这个强⼤的AAA级开源3D引擎技术，并有机会与到会嘉宾⼀起探讨其在各个⼯业领域的应⽤。



本论坛拟特别邀请Brendan Gregg， 《性能之巅》《BPF 之巅》作者

Brendan 在 Linux 和 BSD 性能分析⽅⾯有着极深的造诣，并开发了许多相关⼯具。加⼊英特尔前，他就职于 

Netflix，为视频⽹站的的需求做了⼤量的开源优化⼯作。

GOTC 2022  ⼤会特别论坛——eBPF

eBPF 近两年成为超级⾰命性技术，它的发展不断扩展到⽹络安全、内核安全、云计算等领域，此论坛将

带您⼀览 eBPF 技术，并结合到实际⼯作中。



GOTC 2022  ⼤会特别论坛——Web 3.0

Web 3.0 在今年被推上⻛⼝，但其实 2014 年已被提出。然⽽，当我们在谈 Web 3.0，我们到底在谈什

么？此论坛将带领观众扫清迷雾，全⾯了解 Web 3.0 的形态与技术栈，以及探索可付诸应⽤实践的⽅

向。

W
Decentralized Autonomous 

Organization 是基于区块链

核心思想理念（由达成同一个

共识的群体自发产生的共创、

共建、共治、共享的协同行

为）衍生出来的一种组织形

态。

DAO

E
NFT，全称为 Non-Fungible 

Token，指非同质化代币，是

用于表示数字资产（包括 jpeg

和视频剪辑形式）的唯一加密

货币令牌。

NFT

B
区块链，就是一个又一个区块

组成的链条。每一个区块中保

存了一定的信息，它们按照各

自产生的时间顺序连接成链

条。

区块链

3.0
元宇宙（Metaverse）是利用

科技手段进行链接与创造的，

与现实世界映射与交互的虚拟

世界，具备新型社会体系的数

字生活空间。

元宇宙



本论坛拟邀硬核嘉宾 陈⼗⼀院⼠

陈⼗⼀，中国科学院院⼠、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

北京⼤学终身讲席教授，南⽅科技⼤学第⼆任校⻓，

流体⼒学专家。

GOTC 2022  ⼤会特别论坛——聚焦“⼯业软件”

从 EDA、CAD/CAE/CAM 等⼯业软件技术，到⼯业 4.0、⼯业互联⽹、智能制造、⼯业设施安全、软件到

实体……⼯业软件在开源技术的基础上，衍⽣出了各种⽅向的场景与应⽤，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安全问题

不空忽视。本论坛会从产、学、研⼏个⽅⾯聚焦开源中的⼯业软件⾏情。

本论坛拟邀中国⼯业 4.0 产业联盟创始⼈ 杜⽟河

⼯信部培训中⼼专家库成员；上海交通⼤学、复旦⼤学

特聘教授等。



GOTC 2022  特别推出——云原⽣技术峰会

相⽐传统基础设施，Kubernetes和其它云原⽣技术能够⽀持开发者以更低的成本，更快开发软件。2022年，云原

⽣已经⽆处不在，在云原⽣技术⻜速发展的背景下，云原⽣计算基⾦会携⼿GOTC2022，特别开设云原⽣技术峰

会，计划在1天或1天半时间⾥，将整个社区汇聚⼀堂，围绕这⼀不断发展创新的技术领域相互交流和学习。

云原⽣技术峰会介绍

为什么要加⼊云原⽣技术峰会

• 与业界最优秀的开发者、最终⽤户和供应商进⾏互动；

• 在中⽴的⾮营利机构组织的专业会议中、在云原⽣社区中发布您的产品与服务的信息；

• 与开发者和运维专家深⼊交流，包括来⾃全球各地的初创公司⾸席技术官、企业开发者和⾼级技术主管等，与其

他公司的领导⼈探讨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 将您的品牌与正在⻜速发展的技术社区联系起来；

• 与众多⼴受欢迎的开源项⽬背后的⽣态系统进⾏互动。



开源商业化

2021 年，国内发⽣了众多开源融投资案例，开

源融投资⾦额创造了历史，然⽽过程中也存在诸

多问题。本论坛旨在剖析开源商业化的⽅⽅⾯

⾯。

⼤前端新趋势

低代码、WebAssembly、⼩程序、跨端、PWA、Flutter、Dart、

RN、Vue、Angular……这些技术越来越⽕，本论坛聚焦⼤前端前

沿开源相关技术及实践经验，旨在帮助参会者了解⼤前端领域的技

术趋势与实践案例，让技术更好地为业务服务。

开源乱秀

本论坛主要⽤于分享并演示炫酷的开源技术，主要

与硬件、嵌⼊式以及 IoT 相关，并提供现场互动。

GOTC 2022  ⼤会分论坛

开源教育培训

开源⾏业的发展迅猛，⽽关于开源的教育与培训是

不⾜的。希望通过这⼀论坛，让开发者对此有⾜够

的认知，并有途径进⼊开源圈，成为专家。

基础设施与软件架构

操作系统、数据库、编程语⾔、RISC-V……这些软件体系中最为基

础和重要，也最为复杂的部分，它们的最前沿技术发展得如何？任

何⼀个软件都需要合适的架构，怎样让架构更加理想，当前有哪些

架构新花样，也是本论坛想要探讨的。

云原⽣技术峰会

云原⽣技术峰会涵盖云基础设施、可观察性、存储、定制和扩展 Kubernetes、性

能、服务⽹格、⽆服务器、容器运⾏时、CI/CD、⽹络等云原⽣与开源技术细分领

域，以及边缘计算、AI 批量计算、多云管理、混沌⼯程、分布式存储等前沿技术，

⼴⼤开发者们最关⼼的云原⽣前沿技术⾰新与最新落地实践都将⼀⼀呈现。



国内外优秀开源项⽬接连亮相，开源爱好者的技术饕餮盛宴

GOTC 2022  ⼤会亮点

全球顶级开源项⽬PMC和贡献者共同策划分享

300+开源项⽬（拟邀）
汇聚全球各技术领域开源爱好者

10+开源社区联合发起（拟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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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源聊天⻆

快闪演讲

开源创企、项⽬作者、社

区参与者所有愿意讲述的

⼈，G O T C  给你展示的

舞台

•  开源项⽬技术

•  开源技术实践

•  开源社区治理

GOTC 2022  现场活动

⼤咖会客厅

•  留住你喜欢的演讲

嘉宾，交流最新的开

源观点，学习⼀流的

开源理念

HR⾯对⾯

•  现场设置招聘展位，国内外

顶尖公司H R与开发者⾯对⾯

交流。

•  与深圳当地⼤学合作校招，

吸引更多⾼校学⽣参会。

•  现场设置 J o b  B o a r d，投

放简历、查找招聘需求更⽅

便。



活动展区
⼤会设置⼤中⼩各种展台，展示开源项⽬、产品及服务等，同时设置各种开发

者欢迎的游戏展台，给开源项⽬、⼚商提供⼀个与开发者近距离交流的平台。

GOTC 2022  活动展区



开源时空隧道
现场⽤ 3D ⽅式呈现⼀个赛博朋克的未来世界。在这个世界⾥有⼀个“⼊⼝”，由各种各样的开源软件

拼接⽽成。整个时空隧道让观众不仅可以了解到中国开源的前世今⽣，更能将⼤家传送到开源世界的

未来。

时空隧道展示亮点：中国开源英雄榜、中国开源⼗年历程、中国开源潜⼒项⽬

GOTC 2022 开源时空隧道



开源社区对话

与真正做开源的⼈认真聊⼀聊：

• 为什么做社区？效果？

• 怎么做的？

• 困难？

• 靠什么活着，做社区不应该只是投钱吧？

• 这⾥边有⼀些第三⽅的媒体平台社区，这些平台对于做开源的⼈他

们做⾃⼰社区的意义分别是什么样的？有什么具体的诉求？认为国

内的开发者平台应该做成什么样？

• 国内开源开发者⽣态中存在的其它问题

• ……

GOTC 2022  闭⻔会议

拟邀嘉宾：主流社区、⼤⼚开源⼤拿、草根开源项⽬作者



04
GOTC 2022
传播⽅案



● 为期 3 个⽉的活动招募、话题传播

● OSCHINA & Gitee 全站及媒体矩阵

宣传，覆盖 PC 端、移动端

● 50家 以上⽹络媒体和技术社区

● 直播预热：开源治理线上直播预热

● ⼤会图⽂回顾报道

● ⼤会专题专访报道

● 合作媒体全渠道报道

● 独家媒体视频直播，录播，速记⽀持

● 开源中国编辑现场采访

● 社区⾸⻚直播⼊⼝

● 20家主流媒体社群、微博同步直播会议前期
会议后期

会议当天

GOTC 2022  传播计划



3000+
开发者参与

40,000平⽶
展示⾯积

100+
开源社区参与

10万+
参展⼈流量

GOTC 2022  预计规模

5,000,000+
全⽹观会总⼈次

400+
权威媒体报道

开源中国社区+Linux 基⾦会亚太区共同宣发，开源⾏业品牌效应最⼤化，触达500万开发者，1500+国内外顶尖企

业，覆盖所有 OSC 注册会员+Gitee 个⼈⽤户&企业⽤户+LF 会员单位&社区，最⼤程度覆盖中国开源爱好者，同时

在国际上发出中国开源之声。

* 参展⼈流量数据来源：据2021 年展区场馆⼈流量数据预测



新闻类媒体

科技类媒体

新华社、瞭望周刊、⼈⺠⽇报、澎湃新闻等国家⼀级

类新闻媒体，今⽇头条、⼀点资讯等热⻔客户端，覆

盖100+个新闻⻔户⽹站。

重点覆盖国内知名科技类新闻⽹站，博客、微博、头

条号、百家号、知乎机构号全⽅位发稿，科技圈全⽅

位触达。

国内技术社区
国内开发者创建开发者社区联合推⼴

GOTC 2022  媒体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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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届合作伙伴



05
GOTC 2022
赞助权益



⼤会直播转播权、会前预热视频
播放、赞助商定制PR⽂章&海
报、全渠道赞助商logo展示等

媒体宣传

场地展位宣传；⼤会周边&现场
宣传物料赞助商logo露出、会议
⽹站logo三个⽉曝光等。

以及⼤会预热直播、⼤会现场演
讲、⼤会现场采访等推⼴机会。

品牌推⼴

⼤会现场设置招聘展台及Job 
Board，帮助赞助商在参会⼈员
中寻找最适合企业的⾼质量技术

⼈才。

⼈才招聘

⼤会⼊场券、宣传资料⼊袋、
⼯作⼈员午餐、周边礼品赠送

等

基础权益

GOTC 2022  赞助权益



Start-up

20分钟主论坛演讲及

⼤会筹备委员会席位及

2个分论坛筹备委员会席位及

1个分论坛演讲及

3个快闪演讲

1个分论坛演讲及

1个分论坛筹备委员会席位及

1个快闪演讲

1个快闪演讲

赞助级别分为战略级、钻⽯级、⻩⾦级、⽩银级、Start-up，每⼀级别权益不同，席位有限，先到先

得。

钻⽯级 战略级

20分钟主论坛演讲及

⼤会筹备委员会席位及

所有分论坛筹备委员会席位及

3个分论坛演讲及

5个快闪演讲

GOTC 2022  赞助级别

⻩⾦级⽩银级



GOTC 2022  赞助级别
　 　 战略级

（1个）

钻⽯级 
（4个）

⻩⾦级 ⽩银级 Start-up
　 　

⼤ 会 权 

益

主论坛演讲 √ √ / / /

⼤会筹备委员
会席位

√ √ / / /

分论坛筹备委
员会席位

所有分论坛 2个 1个 / /

分论坛演讲 3个 1个 1个 / /

⼤会展区快闪
演讲10分钟 5个 3个 1个 1个 /

场地展位

特展 
18m*10m   
⾃⾏设计展
位及搭建

特展  
10m*5m  

⾃⾏设计展位
及搭建

特展 
6m*5m   

⾃⾏设计展位
及搭建

标展  
3m*3m 

⾃⾏设计展位 
⼤会统⼀搭建

标展  
3m*3m 

⾃⾏设计展位 
⼤会统⼀搭建

⼤会开幕式⼝
播鸣谢

√ √ / / /

媒 体 
宣 传

⼤会直播转播
权

√ √ / / /

会前直播平台
播放企业宣传
视频

3个 1个 / / /

赞助商PR⽂
章

5篇 3篇 1篇 1篇 /

会前赞助商稿
件转发

20频次 15频次 8频次 5频次 /

会前给参会者
的确认邮件赞
助商展示

LOGO与链接 LOGO与链接 LOGO与链接 LOGO与链接 /

　 　 战略级 
（1个）

钻⽯级 
（4个）

⻩⾦级 ⽩银级 Start-up
　 　

品 牌 
推 ⼴

会议⽹站上公
司 LOGO和链
接

LOGO露出 LOGO露出 LOGO露出 LOGO露出 LOGO露出

开源时空隧道
（可共建独⽴
区域）

4个 2个 1个 1个 /

招聘展位
3个 

标展每个
3m*3m

2个 
标展每个
3m*3m

1个 
标展每个
3m*3m

/ /

⼤会会刊
内插企业⼴告

⻚
内插企业⼴告

⻚
LOGO露出 LOGO露出 /

H5推⼴⻚⾯ LOGO露出 LOGO露出 LOGO露出 LOGO露出 /
⼤会LOGO板 LOGO露出 LOGO露出 LOGO露出 LOGO露出 /
⼤会参会证 LOGO露出 LOGO露出 LOGO露出 LOGO露出 /
⼤会资料袋 LOGO露出 LOGO露出 LOGO露出 LOGO露出 /
海报 8张 5张 3张 1张 /

基 础 
权 益

⼯作证件 10张 8张 4张 3张 2张

⼯作餐券(2⽇
午餐)

10张 8张 4张 3张 2张

主论坛⼊场券 100张 50张 20张 10张 2张

企业单⻚资料
⼊袋

√ √ / / /

会后参会者到
访的感谢电邮
赞助商展示

√ √ √ √ √

赞助费⽤ ¥1,000,000 ¥500,000 ¥250,000 ¥120,000 ¥50,000



GOTC 2022  单项赞助权益 - 第⼀部分
单项赞助类别 赞助内容 价格

定制化同场活动（1个）

1、在 GOTC 2022分会场中设置同场活动（workshop 或线下 meetup 等） 
2、赞助商策划分论坛嘉宾、议程、环节等 
3、定制化分论坛将提供 GOTC 同等级会场设施、配套礼品、现场物料等 
4、赞助同场活动可获得⼤会⻩⾦赞助商同等级媒体宣传权益及独⽴宣传的机会 
5、全天预计线下到场⼈数100-200⼈ 
6、可获得主论坛参会名额15个

¥350,000/半天 
¥500,000/全天

⼤会Party赞助（1个）

1、在 GOTC 2022分第⼀场活动后举办⼤型 party，预计参与 Party ⼈数800+ 
2、赞助商提供party饮⻝、节⽬、设备、搭建等 
3、Party现场物料及相关宣传⽂章海报中将展示赞助商的名字和 LOGO 
4、主论坛参会名额10个

¥200,000.00 

定制化环节（3个）

1、在 GOTC 2022分会场中设置定制环节如圆桌讨论、午餐等 
2、赞助商策划整个环节的参与嘉宾、流程、内容等 
3、定制化分论坛将提供 GOTC 同等级会场设施、配套礼品、现场物料等 
4、主论坛参会名额5个 

¥100,000.00 

招聘展位（5个）

1、赞助商获得3m*3m展台⼀个 
2、赞助商提供展位设计稿，会⽅制作并搭建 
3、现场可在 Job Board 中展示赞助商名称和 LOGO 
4、主论坛参会名额2个

¥50,000.00 

开源时空隧道展示位（5个）

1、赞助商获得在开源时空隧道中2m*2m展示区域（开源时空隧道是 GOTC 2022特别展
位，类似于 GOTC 2021的开源⻓廊，⼈流量⼤适合植⼊开源相关内容进⾏推⼴）  
2、赞助商提供展示内容，会⽅制作并搭建（须与开源相关） 
3、现场可在开源时空隧道区域展示赞助商名称和 LOGO 
4、主论坛参会名额2个

¥30,000.00 



GOTC 2022  单项赞助权益 - 第⼆部分

单项赞助类别 赞助内容 价格

智能硬件演示（3个）

1、赞助商提供 IoT 硬件设施在 GOTC 分论坛展示  
2、会⽅安排展示空间、时间 
3、现场可在对应分论坛中展示赞助商名称和 LOGO 
4、主论坛参会名额3个

¥30,000.00 

预热主题演讲直播（3个） 1、赞助商在⼤会预热期间参与1场主题演讲 
2、在直播⽹⻚、直播宣传海报上带上的赞助商 LOGO

¥60,000.00 

与会者T恤衫（1个） 赞助商 LOGO 将出现在所有与会者的T恤上（LOGO 的⼤⼩和位置取决于T恤的设计和批准） ¥100,000.00 

名牌挂绳（1个） 借助挂绳赞助 ，在每个与会者身上展示赞助商的 LOGO ¥100,000.00 

资料单⻚⼊袋（3个） 1、赞助商可将⾃⼰的单⻚资料放⼊每位参会⼈员⼿提袋中进⾏宣传推⼴ 
2、赞助商⾃⾏印刷，并负责在运输期限前按时交付所有资料单⻚

¥30,000.00 

主题演讲座位资料投放
（3个）

1、为主题演讲厅⾥的每把椅⼦提供1件宣传材料或物品。 
2、赞助商可以选择1个主题演讲（视名额⽽定 ，以先到先得的⽅式预订） 
3、赞助商负责在运输期限前印刷和按时交付所有材料。 
4、赞助商负责与所有材料的⽣产和交付相关的所有费⽤。 
5、投放资料必须向组委会提供⼀份交付品样品 ，以供批准。

¥50,000.00 

参会者伴⼿礼（1个）

1、赞助商可提供同等价值的物品，如⽔杯、⾬伞、充电宝等礼品，在上⾯展示 LOGO 
2、赞助商负责在运输期限前按时交付所有伴⼿礼。 
2、赞助商负责与所有材料的⽣产和交付相关的所有费⽤。 
3、伴⼿礼必须向组委会提供⼀份交付品样品 ，以供批准

¥1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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