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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SAGE，我们不仅仅是一家服务提供商，我们还是促销产品行业研究和业务管理工具的领先提供商。我

们致力于为行业内的分销商和供应商提供最好的服务和解决方案。对于我们的客户，我们是值得信赖的业

务顾问和专门的问题解决者。我们为我们广泛的服务感到自豪，因为我们相信不仅在一个领域支持我们的

客户，而且在他们的所有努力中支持他们。

我们是
SAGE®



我们在这
里等你。
你的成功是我们的目标。这就是为

什么我们不断改进我们的产品和服

务，以满足像您这样的促销产品供

应商的需求。你对圣人的利用越多，

你就会越成功。我们为您提供以下

帮助：

•屡获殊荣的客户服务

•专门的客户经理

•众多免费培训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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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您的展会信息

面对面的时间对于建立有意义的业务关系至关重要。

确保在SAGE中添加您的贸易展信息，以便分销商计

划与您会面。

将您的SAGE编号添加到营销材料中

这是您在促销产品行业的认可印章，让经销商知道

他们可以在SAGE找到您。从sagemember下载SAGE

徽标。com并将其添加到您的网站、目录和营销资

料中。

追踪你的成功

在SAGE供应商中心查看您的统计数据，以了解工

作情况。你可以看到你的广告获得了多少浏览量和

点击量，你的产品被搜索了多少次，以及你最受欢

迎的产品。

建立品牌知名度，增加销售

额

我们知道一个成功的营销计划不仅仅是由一刀切的

机会组成的。联系

您的SAGE客户经理需要创建一个定制的营销计划，

以增加您的品牌曝光率。

验证您的产品和定价

对于促销产品分销商来说，没有什么比下订单后发

现产品信息不准确更令人沮丧的了。作为

Advantage会员，您可以实时更新您的信息，

随时都可以，让您的客户满意。

安装SAGE聊天软件

当您使用我们的即时通讯系统SAGE Chat与客户快

速沟通时，客户会对您一流的客户服务和对他们

问题的即时回复赞不绝口。

提供多个产品图片

上传具有不同颜色选项和产品视图的高分辨率图

像，以便经销商可以看到您产品的各个方面。分

销商可以使用SAGE Virtual Design Studio定制空白

项目，并向最终买家发送虚拟样品。

添加产品特价和销售工具

添加产品销售工具，如营销传单、URL、视频等，

使您的产品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你也可以设置

特价，只要你想推广你的最新交易。

利用SAGE ADVANTAGE Membership TM实
现业务增长的8种方法

控制你的信息

•将您的产品上传到SAGE供应商中心，然后信息将自动填充

到所有三个SAGE平台中。

三个SAGE平台包括：

•SAGE Online–我们的旗舰产品研究和业务管理软件

•SAGE Web–我们基于网络的平台，允许分销商从任

何具有网络访问功能的设备（包括Mac电脑、

Windows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上研究产品和供应商

•SAGE Mobile–我们针对iOS和Android设备的应用程

序使分销商能够轻松地在移动中完成工作

获得更多曝光

•在SAGE Online、SAGE Mobile和SAGE Web上做广告，包

括独家类别广告、横幅广告、关键词广告等

•将您的产品列入支持电子商务的SAGE网站，以获得更多

曝光

成为优势会员的好处

充分利用SAGE
•从了解您业务目标的专业SAGE客户经理处获得个性

化支持

•提供大量免费培训机会，充分利用您的SAGE会员资

格

•访问近153000家分销商公司和销售人员的信息，

以帮助新的客户验证流程

定价

每年595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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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时查看、添加、编辑和验证您的产品信

息、定价和特别优惠

• 所有更改都会立即发布到所有

我们的研究工具，包括SAGE Online、SAGE 

Web、SAGE Mobile和SAGE网站

• 管理您的电子广告

• 查看统计报告和图表

• 查看订单历史记录

• 搜索分销商信息

• 回复经销商的评级

SAGE供应商中心

凭借您的SAGE Advantage会员资格，您将获得后

端管理工具，

SAGE供应商中心™.

目前80%以上的产品已经过验证。分销商经常过滤他们的搜索，

只显示验证过的产品，因此验证您的产品很重要。

Supplier Direct Connect允许您提供实时库存和订单状态，为您的客户提供准确的产品计数和订单更

新，并从开始到结束改进您的订购流程。

与SAGE供应商中心合作™, 你可以：

利益

• 提供实时订单状态，以便分销商知道每一步的订单位置

• 将您的库存水平与SAGE数据库集成，以提供实时库存信息

• 当您在自己的系统中更新产品信息时，SAGE数据库中的产品数据和定

价将自动更新

• 轻松下载所有产品数据

• 与SAGE分销商数据库核实联系信息，以确认促销产品分销商的真实性

• 从通过SAGE订单管理系统提交订单的分销商处下载您的订单数据

• 通过SAGE支付处理处理信用卡销售，并从您的系统自动提交交

易

定价

包含在您的SAGE Advantage会员中

SAGE供应商直接连接

SAGE Supplier Direct Connect是一个功能齐全的API，可将您的后端系

统与SAGE数据库同步，从而自动更新您的产品信息、库存水平、订单

跟踪

更新后端系统时，请参阅SAGE中的信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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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列出您的特殊装饰服务，45000多名经销商可以找到您满足他们

的装饰需求！

确保已经有45000多名经销商在寻找您，您可以享受到您的特殊服务！通过列出您的公司，您将可以在SAGE Online、

SAGE Web和SAGE Mobile的Decorator搜索区域进行搜索，经销商可以轻松找到您进行丝网印刷、刺绣、雕刻、升华和20

多种装饰服务。

分销商可以按城市、州/省、邮政编码和国家进行搜索，以便更好地找到附近的装饰商。  这是一个为您的特殊服务带来

更多业务的绝佳机会！而且，上市的可承受成本通常只需一个订单就可以支付！

圣人装饰清单

定价

每月19美元或每年195美元

列出你的服务

•四色工艺

•酸蚀

•压凹

•冲模

•直接穿衣服

•压花

•绣花

•雕刻

•蚀刻

•柔印

•全彩数码

•传热

•热/箔冲压

•激光雕刻

•激光蚀刻

•平版印刷•胶

印

•移印

•喷砂

•丝网印刷

•特效印刷

•升华

用圣人做广告

头版横幅广告
没有比SAGE Online和SAGE Web的首页更适合您获得45000多名经销商用户的品牌认可的位置了。每位登录SAGE Online或

SAGE Web的分销商都会首先看到首页和您的广告。即使他们不点击横幅广告，只要看到你的广告就会建立有价值的品

牌认可。

利益

• 您可以随时在 S A G E 供应商中心更改

您的广告™

• 您的广告将链接到您的产品和最多三

个销售工具（可以是文档、音频、视

频、URL等），并允许客户使用SAGE聊

天或电子邮件与您联系

• 每月供应有限

• 通过查看和点击广告次数的统计报告

跟踪您的成功

定价

每月2450元

请与您的客户主管联系以获取可用性。

头版横幅广告每月平均收到51万次印象。

圣人在线

圣人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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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

• 分销商登录时查看的第一批产

品

• 每天只有六种产品通过SAGE Online、

SAGE Web和SAGE Mobile轮换

• 无需创建艺术品-您的产品信息和图像直

接取自SAGE数据库

• 通过广告次数的统计报告跟踪您的成功

查看并单击

• 为您的特色产品添加简短的标语、信息

或徽标

• 分销商可以从主页将此产品添加到其文

件中心或订购样品

全面访问首页特色产品
有45000多名分销商用户在SAGE Online、SAGE Web和SAGE Mobile的首页上看到您的产品！头版特色产品是第一个出现在

经销商主页上的产品。将您的新产品或产品特色发布到业界，并为您的产品信息带来更多流量！

圣人在线

在SAGE Online、SAGE Web和SAGE Mobile上出现头版特色产品，以获得

最大曝光率！

定价

工作日550美元/天
100美元/周末
最多提前一年预订。请与您的客户主管联系以获取可用性。

圣人网

SAGE Mobile

头版供应商聚光灯
成为SAGE Online和SAGE Web头版新增独家专区的一部分，该专区拥有45000多名分销商用户。每次他们登录时，他们

都会轮流看到你的广告，在那里你可以聚焦你的公司和信息！这是推广您的新产品、特价商品、视频、产品线或仅仅

提高您的品牌知名度的绝佳机会！这是一个很好的吸引分销商用户注意力的工具，可以让他们了解顶级供应商的情况！

刚出
现的

利益

• 添加您的徽标或自定义图像，供成千上万的分销

商登录时查看

• 只需选择您的徽标或图像，添加文字或标语，设

置每月预算，您的广告就可以发布了

• 您的广告将链接到您的产品和最多三个销售工具

（可以是传单、视频、URL等），并使您能够推动

您的信息和增加您的参与度

• 通过查看和单击聚光灯广告的次数统计报告，跟踪

您的成功

• 尽可能频繁地更改您的信息，或通过SAGE供应商

中心添加多个聚光灯以轻松覆盖各种信息

• 随时调整您的月度预算，以最大限度地提高您的风

险敞口

在SAGE Online和SAGE Web的首页上聚焦您的公司和信息，通过经销商用户每

天的登录来推动您的计划并建立您的品牌知名度！

定价

每张5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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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结果特色产品

在SAGE Online和SAGE Web的搜索结果的第一页上展示

您的产品，并通过显示在包含该产品的搜索结果的每一

页上获得最大的曝光率。

如果搜索返回多个项目，您的产品可能会列在底部，从

而降低分销商访问您的项目的可能性。使用搜索结果特

色产品，无论用户在结果列表中滚动到哪里，您的产品

都将可见。

利益

• 将您的特色产品放置在每个搜索结果页面的框

架中

• 仅在查看您的特色产品时付款

• 无需艺术品-您的产品信息和图像直接取自SAGE数

据库

• 完成查看并单击SAGE供应商中心中的统计信息™ 

在每月的统计电子邮件中

• 按产品级别设置公司和/或产品的预算（每月最大

支出）

• 在SAGE供应商中心根据需要经常更改产品或预算™

• 搜索结果中以黄色突出显示的特色产品

定价

每张9美分

圣人网

圣人在线
关键词广告

用关键词广告控制你的广告和预算。  将您的广告信息直接放在

对您的产品类别感兴趣的分销商面前。当分销商使用您的关键字

在SAGE Online和SAGE Web中搜索产品时，您的广告将显示在旁

边

搜索结果。

利益

• 按产品关键字进行定向广告

• 没有最低消费要求

• 印象因关键字而异

• 仅在广告显示时付款

• 每个广告最多输入25个关键字和/或短语

• 在SAGE Online和SAGE Web中链接到您的产品，最多三个销

售工具（文档、音频、视频、URL等），并允许分销商使用

SAGE聊天或电子邮件与您联系

• 在SAGE供应商中心根据需要随时更改广告

• 通过SAGE供应商中心完全控制您的预算和关键字

• 通过查看和点击广告次数的统计报告跟踪您的成功

• 两个关键字广告风格选项可用

需要保持在预算之内吗？
通过关键字广告和搜索结果特色产品，您可以设置您的预算，而无需最低支出要求！

定价

全图文本和

徽标

每个印模7美分每个印

模5美分

圣人在线

圣人网

最低要求低，质量高，

“A”级

优质头饰，价格无与
伦比！

每个搜索结果页面上都会突出显示特色产品，因此您可以确保看到您

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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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横幅广告

SAGE类别广告是一种成本效益高的方式，可以通过产品

类别在行业和目标市场建立品牌知名度。此广告将显示

在SAGE Online和SAGE Web搜索结果屏幕的第一页。

利益

• 通过SAGE供应商中心根据需要经常更改广告™

• 该广告包括一个指向您产品的链接，最多三个销售

工具，并允许分销商使用SAGE聊天或电子邮件与您

联系

• 通过查看和点击广告次数的统计报告跟踪您的成功

• 续约时的优先拒绝权（可获得等待名单）

• 每个产品类别仅提供两个类别广告职位

定价

价格根据产品类别的受欢迎程度而变化。  有关更多信

息，请与您的客户主管联系。

保证在特定类别的搜索结果的第一页看到您！

圣人在线

圣人网

品牌力量广告

SAGE品牌力量广告显示在SAGE Online和SAGE Web的各

种屏幕上。其中一个屏幕是搜索屏幕，分销商在其中

输入他们正在寻找的产品的标准。

此外，如果分销商专门搜索您的产品，您的品牌力量

广告将显示在您的所有产品页面上。

利益

• 每月平均浏览1100次

• 推广知名度、新产品和/或特价商品

• 通过SAGE供应商中心根据需要随时更改广告

• 该广告包括指向您产品的链接，最多三个销售

工具，并允许分销商使用SAGE聊天或电子邮件

与您联系

• 在整个SAGE Online中循环放置广告

• 通过查看和点击广告次数的统计报告跟踪您的成功

定价

每月50美元或每年500美元

品牌力量广告平均每月收到1100次印象。

圣人在线：搜索屏幕

圣人在线：产品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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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GE分销商电子通
讯广告

SAGE分销商电子通讯是一份月刊，内容包括行业新闻和

事件、常见问题解答、营销技巧和想法、行业趋势以及

产品信息。作为您全面营销战略的一部分，这是接触目

标受众的最佳方式。

利益

• 每月超过30000名SAGE分销商用户的发行量

• 链接到您选择的网站

• 在SAGE Online、SAGE Web和SAGE Mobile中可见三个

月

• 未结利率为32%

供应有限。有关更多信息，请与您的客户主管联系。

定价

供应商聚光灯文章每月2500美元将您的信息发布在新闻稿

中！您的文章最多可以有250个字，其中包含一幅图像或一段视

频（每月提供一段）。

Top Banner广告每月2000美元这个横跨新闻稿顶部的大型

广告是一个独家机会，每个月只提供一个。

瓷砖广告每月600美元
这些广告分布在整个新闻稿中，并在读者浏览电子新闻稿时引

起他们的注意（每月提供八个）。

新供应商Spotlight每月400美元SAGE数据库中的新供应商

可以向SAGE分销商用户宣传自己。包括您的徽标、短消息和网站

链接。

SAGE电子通讯十大产品

将您的产品纳入每个月度分销商电子时事通讯中的前十大特色产品。

您的产品将链接到您选择的URL。有些月份已经卖完了。请与您的

客户主管联系以保留您的位置！

定价

每件500美元

（每个公司每月仅限一种产品）

前10个产品主题是及时的，并且与经销商在该月搜索最多的内容相关。

202 2个主题

一月: 健康与健康

二月: 新产品

三月: 畅销书

四月: 为夏天做准备

可以：饮品及酒器

六月: 快艇

7月：房地产、产权和保险

八月：冬季和户外

9月：节日礼物

10月：奖项及认可

11月：美国制造

十二月: 预算友好型

SAGE分销商电子通讯发送给30000多名分销商和销售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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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

• SAGE每月特价邮件发送至35000多人

分销商每月

• SAGE加拿大月度特价邮件每月发送给3500多名加拿大

经销商

• 顶部只有3个特色特价，因此您的广告更加突出

• 每个月的特价邮件有20个标准特价点

• 电子邮件链接回到特价页，在那里他们可以看到你的完整

传单并访问你的网站

• 您可以注册的特价商品数量没有限制，因此您可以每月运行

一个新特价商品

SAGE每月特价邮件

SAGE每月特价邮件在每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四发送。此电子邮件包括顶部的3个特色特价商品和下面的标准特价商

品，这些商品被细分为不同的类别，以便分销商一眼就能看到您的促销活动。我们还提供SAGE Canada每月特价邮件，

让3500名加拿大分销商的目标受众看到您的特价，这样他们就可以获得与他们相关的特价！

定价

美国特色特价$1000/加拿大特色特价$500
您的传单将在我们的电子邮件和网站顶部突出显示！您将获得一个完整的8.5 
x 11点，用于在网站上显示您的销售或促销活动。

每月特价商品将通过电子邮件链接到我们的特价商品库，经销商可以在这里将

传单扩展到全帧视图。您的传单还将从特价页链接到您选择的网站。

美国标准特价$500/加拿大标准特价$250有了这个广告机会，您的传单

将很容易地在我们的特价邮件中分类，因此您对分销商一目了然。您还可以获得

一个完整的8.5 x 11点，在网站上显示您的传单。每月特价商品将通过电子邮件链

接到我们的特价商品库。然后，分销商可以将传单扩展到全帧视图。您的传单可

以包含一个指向您选择的网站的链接。

SAGE每月特价邮件发送至35000多个行业

特色特色

菜

标准特价

利益

• SAGE每月向77000多家行业分销商发送热门产品电子邮件

• 电子邮件链接回热门产品页面，经销商可以在该页面查看您

的完整传单并访问您的网站

• 顶部只有3个特色视频，因此您的广告更加突出（每个

供应商/每年仅提供4个）

• 你可以注册的传单数量没有限制，因此你可以每月运行一

个新的传单

每月热门产品电子邮件

SAGE每月热门产品电子邮件将在每个月的第二个星期三发送，

其中包含多达27个站点，供您在该月进行热门产品促销。此机

会不需要主题或特殊内容，允许您推广新的或及时的产品或交

易。

定价

热门产品特色视频$2000
您的特色视频缩略图将放置在折叠上方，以吸引分销商的注意并提高您的品牌知名度。

每个视频缩略图将从电子邮件链接到热门产品网站库，经销商可以轻松观看您选择的

网站上托管的完整版本。每个月只有3个名额，这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机会。

热门产品传单500美元
有了这个广告机会，您的传单的简短描述将包含在电子邮件中，这样您的促销活动将在

经销商面前一目了然。您还可以获得一个完整的8.5 x 11点，在网站上显示您的传单。每

个促销活动都将通过电子邮件链接到热门产品网站图库，经销商可以轻松查看您的完整

传单并访问您选择的网页。

SAGE每月热产品电子邮件发送至77000多个行业

分销商及其团队。 分销商及其团队。

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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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

• 每月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66000多名分销商和团队成员

• 链接到您选择的网页

• 与独家内容一起做广告的独特机会

• 在SAGE Online、SAGE Web和SAGE Mobile中可见三个月

SAGE每月趋势广告

SAGE每月趋势电子邮件是每月发送给66000多个行业分销

商及其团队的电子邮件。它是

丰富的营销技巧、行业趋势和统计数据、鼓舞人心的内容，以

及可共享的内容，帮助分销商自我宣传和教育客户。这封电子

邮件是一个完美的方式，通过广告和最具创新性的产品和新闻，

将你的品牌推广为一个引领潮流的人。

定价

聚光灯视频或当月产品2500美元
这是供应商通过视频为产品做广告的独特机会。  这一点显示在电子邮件的最顶端，确保对每

一位读者都有巨大的影响。

60秒，供应商2500美元
以贵公司为主题的独家聚光灯文章。在文章顶部添加您的徽标或视频，以增强您的品牌

影响力。这种独特的广告机会每月只对一家供应商开放。

头条广告$2000
当读者打开电子邮件时，这则广告会显著地展示给他们看。  每个月只有一个。

瓷砖广告1000美元
当读者滚动浏览每篇文章时，瓷砖广告会突出显示，以吸引读者的注意力。每个月有三

个瓷砖广告点。

SAGE每月趋势电子邮件发送给66000多个行业

智者博客广告

用你的广告进行社交！利用这个机会，在SAGE博客上向积极参与的读者展示您的信息。全国各地的经销商在整个月

都会访问SAGE博客，以熬夜-

到目前为止最新的内容。我们每周都会发表文章，涵盖行业趋势、商业建议、生产力技巧、SAGE产品帮助等。

利益

• 让分销商集中注意力阅读博客文章

• 引领潮流者和创新者的市场

• 博客帖子通过社交媒体、许多行业出版物共享，并

包含在SAGE每月趋势电子邮件中

定价

博客供应商每月2500美元
我们的工作人员将与您进行一对一的聊天，并制作一篇独家文章

突出您的产品和业务！这种独特的广告机会每月只对一家供应商开放。

顶级横幅广告每月1500美元
这个横跨SAGE博客顶部的大型广告只对一个人可用

供应商每月。

顶面瓷砖每月750美元
这则广告显示在台式机和笔记本电脑上，所以

当浏览者访问网页时，它立即可见。

底面砖每月750美元
作为SAGE博客上最大的广告，这些广告吸引了读者的眼球

注意，并有足够的空间突出的标志。每个月有3个名额。

供应有限。有关更多信息，请与您的客户主管联系。

查看sageworld的SAGE博客。com/blog

SAGE博客平均每月浏览7500次。
分销商及其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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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GE分配器
电子邮件活动

在每月预先设计的电子邮件模板中展示您的独家产品，供分销商发送

给客户。

选择产品专区或特色专区。产品专区是12种推荐产品之一，与当月主

题一致。  特色景点是独家的

在邮件顶部放置产品广告。

定价

产品现场

特色景点

每月750元
每月1250元

（每月仅提供三个特色景点）

特色景点

产品现场

分销商平均向56000个终端发送这些电子邮件活动

一月:  低于

$5.00低于

$10.00

二月:
在家中开展健康与

健康工作

三月:
新产品

环保与循环利用

四月:
夏季产品

流行趋势

可以：

畅销书

外出旅行

六月:
完全定制品牌

名称

2022主题

7月：

积极生活方式产品最低限

量

八月：

户外休闲用品

9月：  企业礼品

冬季产品

10月：

奖项及认可

餐饮礼品

11月：  美国

制造的高科技

产品

十二月:
企业品牌日常用品

分销商网站
聚光灯产品

在所有SAGE网站中访问量最大的页面–主页上展示您的产品！您

的spotlight产品将在SAGE网站上脱颖而出，并为最终买家提供新

的设计灵感

他们的宣传需要。这个令人垂涎的产品点平均每天观看488次。

利益

• 将您的spotlight产品放在分销商支持电子商务的

SAGE网站的主页上

• 仅在查看聚光灯产品时付款

• 无需艺术品–您的产品信息和图像直接取自SAGE数据库

• 设定预算（每月最大支出）

• 根据客户的需要经常更改产品或预算

SAGE供应商中心™

• 完成查看并单击SAGE供应商中心中的统计信息™ 在每月

的统计电子邮件中

定价

每张3美分

分销商SAGE网站上的聚光灯产品被视为

平均每天488次。每个月都有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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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需几秒钟就可以将您的目录发送给您的客户！

利益

• 提高网站流量，增加公司曝光率

• 节省了原本用于印刷的资金和资源

• 与打印目录不同，SAGE Flip目录™  可通过关键

字、页码等进行搜索。，

所以读者可以很快找到他们想要的东西

• 读者可以下载为PDF文件，所以他们总是手头

有一份副本

• 打印或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整个文档或某些页面，

以便在任何地方与任何人共享

定价

每个目录$95

SAGE翻转目录™
如果你只需按一下按钮，就可以立即向分销商发送一

份环保的电子翻页目录，那不是很好吗？用SAGE Flip

目录™, 你可以！只需单击鼠标，读者就可以深入研究

您的虚拟目录，让他们控制三维翻页动画，就像他们

面前有一个真实的副本一样。

SAGE现在提供12个年度主题数字目录，专门为分销商设计，作为创意

书，发送给做出营销和促销决策的客户。

这些目录在SAGE Online中可见，只需点击鼠标，即可作为数字动画

书快速发送，甚至可以全年打印和分发。

每个主题包括多达60个产品，每页2个产品和4个独家产品页。最好

的一点是，不需要艺术品，您的产品信息将从SAGE数据库中提取。

主题

• 画册

• 加拿大供应商

• 美国制造

• 企业礼品

• 饮具

• 在办公室周围

现成的终端买家目录

• 户外与休闲

• 公司商店产品

• 促销要素

• 可穿戴促销

• 预算友好型

• 健康与健身

定价

单个产品-每个产品295美元

在特定主题目录中展示您的个人产品。您的产品形象和定价将直接

从SAGE数据库中提取，并由SAGE的天才文案撰写简短描述。

独家产品页面（每个主题仅4页）－每页1000美元，在这个独家机会中脱

颖而出，并在特定主题目录的一页上展示您的个人产品。您的产品形象和

定价将直接从SAGE数据库中提取，并由SAGE的天才文案撰写简短描述。

刚出
现的

在年底，你可以看到你的主题目录有多少倍

创建、打开和打印，以便您可以跟踪您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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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

包含在SAGE网站中

无缝添加到现有网站

每月79美元或每年795美元

SAGE虚拟设计工作室

SAGE虚拟设计工作室是业内最先进的。它与您的网站无缝集成，允许您的客户在您的网站上为

产品添加徽标，以更好地了解成品的外观。

将SAGE虚拟设计工作室添加到您的网站，使您的客户能够自给自足，从而节省您的公司时间和金

钱！

利益

• SAGE Virtual Design Studio位于您的网站上，因此您可以在任何可以访问web

的地方将其用作演示工具

• 通过多产品图像支持，您可以为产品提供不同的颜色选项和视图

• 不要再浪费时间和金钱试图得到一个合适的印记

• 这 一 增 值 工 具 将 为 促 销 产 品 分 销 商 提 供 竞 争 优 势 ， 使 他 们 能 够 以 高 效 的

方式制作各种各样的艺术品

• 预定义的徽标位置，使徽标准确显示在压印位置

Virtual Design Studio与您的网站无缝集成

并允许在产品上直观地引用客户的徽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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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GE网站标准

行业新手，正在寻找快速建立网络形象的方法？本网站是一个重要的解决方案，可以让客户和潜在客户全天候获取您

的信息并访问您的业务。SAGE网站标准配备了产品搜索和电子商务解决方案，允许您的web访问者浏览您网站上的所

有产品。产品信息直接从SAGE数据库实时提取，因此始终是最新的。它还配备了SAGE Virtual Design Studio，允许客户

通过在网站上为产品添加徽标来创建虚拟样品。

SAGE网站专业版

SAGE Website Professional拥有比以往更多的定制选项，具有易于使用的内容管理系统，因此您可以更自由地选择网站

外观。您可以添加博客、特色视频和推荐部分，以保持网站的新鲜感，还可以创建数量不限的自定义页面。您还可

以启用新的艺术品上传页面和在线账单支付页面，以节省您和您的客户宝贵的时间和精力。

圣人网站

没有时间建立和维护您

的网站？

我们会处理好的！

网页设计服务包括：

• 添加您的徽标

• 配置布局样式

• 调整网站颜色和字体以匹配您的品

牌

• 更新所有网站页面上的文本和图片

• 维护导航元素

• 更新员工目录、个人资料、新闻和

事件

• 配置链接

• 每年完成现场大修和调整

虽然我们所有的web工具都是专门为

方便使用而设计的，但网站维护可能

并不在您的待办事项列表的首位。有

了网页设计服务，我们将成为您自己

的网页设计师！

网页设计服
务

*通过SAGE域名注册建立新域名需要额外费用。请联系SAGE了解价格

网页设计服务定价

包括SAGE网站标准和SAGE网站专业版

一般特征
SAGE网站标准 SAGE网站专业

版

网站托管包括在内

包括初始站点设置

使用你自己的域名

响应灵敏的设计，可在任何设备上完美观看

电子邮件地址

安全签出

全站点SSL

全年网站维护和更新

SAGE网站设计专家为您服务

与网站访问者实时聊天

产品搜索和电子商务功能

网站填充了SAGE数据库中的所有产品

客户可以直接从您的网站进行购买

通过SAGE虚拟设计工作室进行虚拟采样

设计和内容定制功能

添加徽标，更改字体、颜色和图形

富文本编辑器，便于设计工作

快速方便地重新安排主页内容

创建自己的附加网页

将图像、PDF文件和其他文件上载到文件库

账单支付页面（通过SAGE支付处理）

主页上的特色视频和推荐区

博客区，轻松发布文章

定价
每月79美元或每

年795美元

每月129美元或每

年1295美元

5 10

最多2页 无限的

最多5页 无限的

细节。有关SAGE网站中的实例和所有功能列表，请访问sageworld。通用域名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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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SAGE SHOWLINK获取更多展会线
索

在展会现场产生的潜在客户中，近80%未得到满足。通过使用SAGE ShowLink（专门为促销产品行业设计的潜在客户检

索服务），您将提高后续流程的简便性和准确性，从而增加您在活动中的投资回报。

利益

• 可用于大多数带有条形码徽章的行业展会（或任何使用附带名片扫描仪的展会）

• 通过设备的摄像头或使用可选的蓝牙扫描仪进行简单扫描

• 将产品从SAGE数据库直接拉入软件，以便于键入

• 一次扫描展位中的多个设备，以获得最佳效率

• 每个记录都可以实时查看、修改或删除，甚至在与会者离开展位后也可以

• 轻松地为每个潜在客户输入注释，以便您记住要跟进的内容

• 可通过自定义限定符进行高度自定义，因此您可以控制数据

• 减少了人为错误的空间，因此潜在客户信息更准确

• 可以脱机使用，所以您不需要在展位上通电或上网就可以使用ShowLink

• 销售线索信息在SAGEmember展会结束后立即提供。com，因此可以立即跟踪潜在客户

• 自动分销商功能，告知供应商与会者是否是SAGE数据库中经过验证的分销商

定价

SAGE ShowLink

Nexus7平板电
脑
（可选）

蓝牙扫描仪
（可选）

2个设备许可证每年495美元

每增加一张牌照$95

每台设备245美元一次性费用
（包括运费）

一次性费用495美
元

在大多数情况下，SAGE ShowLink可以在一场演出后自行付费！

成为SAGE展会的参展商

您是促销产品行业的供应商吗？SAGE展会是业内最大的在线展会之一，每年有超过4000人参加。他们是来学习、联系

和获得灵感的。  您将有一对一的时间与分销商聊天，回答问题，展示您的顶级产品，并扩大您的网络。

联系分销商

作为秋季唯一的全国性展会和本年度最大的行业活动之一，您可以与所有客户接触，接触数千名新客户，展示您最新的时尚产品。

您的团队可以轻松与与会者互动、共享营销材料、视频、添加节目特价、现场或视频聊天等。

省钱

与您的客户保持联系，寻找新客户，而无需支付高昂的差旅费、运费和材料处理费。你可以在家里或办公室工作，节省时间和

金钱！

简易展位设置

您的业务资料和产品信息将从SAGE数据库自动填充，使您的

展位设置只需几个简单的步骤。

数据驱动的结果

您将收到实时统计数据和客户数据，远远超过您在个人活动中

获取的信息。您的展位工作人员可以提取他们各自标记的潜在

客户，或者您可以提取完整的潜在客户报告，为您提供每个进

入您展位的人的访客数据。您还可以访问完整的聊天记录，以

便在任何产品查询时查阅；查看展位材料查看日志，以便查看

访客感兴趣的信息；查看产品查看报告，以便确认潜在客户并

确定产品在现场测试环境中的受欢迎程度。

欲报名参加展览，请访问www.sageworld。通用域名格式。
com/sageshow或立即联系您的SAGE客户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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