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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Python开发者大会 PyConChina2014是在北京、
上海、珠海、杭州等地举办的针对Python开发者所举办的最盛大和
权威的Python相关技术会议，由CPyUG社区、 TopGeek社区、北
京 GDG、
上海 GDG、珠海 GDG、杭州 GDG等，致力于推动各类 Python相关
的技术在互联网、企业应用等领域的研发和应用。

       随着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的快速发展，Python
给开发者带来巨大的机会，本大会以“ Python助力移动互联网和大
数据”为主题，将由丰富的内容和议题组成，着重探讨Python在移
动互联网和大数据领域的技术和最佳实践，并结合具体的产品和行业
发展趋势，分享不同类型的应用、场景下的开发和运营经验。大会还
将引入CodeLab形式的工作坊模式，让大家动手学习。

       届时将有国内著名Python领域的专家们参与，将是让
Python开发者们受益匪浅的一次盛会。

一，大会概况



会议主题：
以“ Python助力移动互联网和大数据”为主题，将由丰富的内容和议题组成，探
讨移动应用的设计、技术、运营等领域，并结合具体的产品和行业发展趋势，分
享不同类型的应用、场景下的开发和运营经验。。

人数： 850人 （上海 400人  珠海 150人 北京 250人 杭州 50人 ）

嘉宾： 30人以上

会议目标人群： 
1、互联网技术总监、技术经理、程序开发人员；
2、互联网运维人员；
3、 Python相关开源技术、咨询顾问、产品提供商；

会议时间和地点：
2014年 11月 8日   全天  上海 （杭州为半天）
2014年 11月 15日 全天  珠海
2014年 11月 22日 全天  北京

一，大会概况



规模性规模性

高端性高端性

实践性实践性

体验性体验性

促进合作促进合作

Python 开发者的一次大聚会，覆盖北京、上海及珠海地
区、预计参会人数超过 800人

会议涵盖各类Python 开发和产品设计相关的领域，并有大
量实例分享，可以借鉴和运用，从实践中提炼来，运用到实
践中去。

嘉宾包括豆瓣、猎豹等知名公司的技术负责人

面对面的交流——简单有效的交流沟通方式将有助于您及时
解答在开发 Python 应用过程中的疑难问题

国内 Python 领域的开发人员和运维人员一起参与，合作
机会多，支持面广

二，大会特点



• TopGeek创立于 2010年，是上海最大的技术社区，专注IT信息传播、
技术交流。长期以来，以技术视角关注 IT 产业发展，以深度分享推进产业
技术成长，致力于弘扬技术创新，倡导分享、 开放和协作，努力打造高质
量的中文 IT 技术交流平台。举办过 PyCon 大会、 iOSCon 大会、推荐系
统大会、华东运维大会、移动互联网大会等 10多次大会。

三，主办方

• GDG Shanghai（上海谷歌开发者社区）创立于2009年，是全球近 400
个 GDG 社区中最活跃的、最知名的社区之一，专注 Google 技术和开源技
术为主的交流。 2009年成立以来举办过 180次以上的小活动和 8次大会。
包括 Android 开发者日、Google Ideathon 、 DevFest 大
会、 PyCon 大会、七周七语言、创业 CEO 访谈等。



新闻稿（PR）：
借助新闻稿有效地传递本届大会的主旨、通过对大会意义的深入解读及对领导、嘉宾、讲师
的介绍，吸引受众关注大会；
预计大会开幕前，累计发布 5篇大会官方新闻稿；
预计每篇新闻稿将转发其他 10 家 IT专业网络或平面媒体；

本届大会将通过新闻稿、网络广告、数据库营销等方式进行全方位宣传，大
会召开当天，还将进行现场图文直播、 微博直播。同时，预计总共覆盖超
过30家网络或平面媒体；

四，大会宣传

数据库营销：
将各个社区用户信息，通过 EDM 邮件方式，向其发送本次大会的宣传页面，以高精度的营
销方式吸引目标受众；
EDM将在2013年 9月发送，预计覆盖用户 10万人以上；

微博：
通过在主要博客网站建立官方博客账号，通过微博进行宣传推广，更新信息，互动



五，相关主题演讲嘉宾

邀请中，将持续更新到大会官网：

具体请看： http://cn.pycon.org

http://cn.pycon.org/


六，上海 PyCon大会环节
6 个主题演讲
 40 分钟演讲 +5分钟问答

5个快速演讲
 10 分钟演讲

2个 CodeLab
 每个为2小时

1 次午餐
45分钟

2 次茶歇
 每次15分钟



六，会前会后环节
嘉宾欢迎晚宴
大会开始前一晚， 3小时

答谢晚宴
 大会当天晚上， 3小时



创造新的销售机会

提高品牌知名度

接触高质量人才

向最有可能购买您产品和服务的企业高层决策者，以及对采购有影响力的人士
展示自己；

利用一个理想的平台提高您在开源领域的客户和潜在客户中的品牌知名度；

通过参加本次大会与展览展示与技术人才联系，为招募进行软宣传，提高在技
术人员中的形象。

七，赞助商可能获得的收益

促进参与平台开发

经过直接或间接的宣传，促进更多开发人员参与公司技术平台或生态体系的应
用开发，促进生态系统的繁荣。



白金赞助

七，合作机会

RMB:16,000元或价值大于 24000元人民币的服务或者实物

特权：
 任选 1个城市大会，1个主题演讲（40分钟） ,
     内容需要与大会主题一致，并获得组委会审核通过。
 任选 2个城市大会，每个城市设置现场展位一个
 可以在每个城市会场放置易拉宝 2个，张贴海报 2张
 厂商宣传资料随会议资料发放

公共权益：
 欢迎晚宴名额 3个，大会门票6张（任选城市的大会）
 公司 LOGO在大会官网及宣传资料上的展示
 大会现场品牌展示或推广



特权：
 任选 1个城市，1个快速演讲（10分钟） ,
     内容需要与大会主题一致，并获得组委会审核通过。
 任选 1个城市的大会设置现场展位一个
 可以在每个城市会场放置易拉宝 1个，张贴海报 1张
 厂商宣传资料随会议资料发放

黄金赞助

七，合作机会

RMB:8000元 

公共权益：
 欢迎晚宴名额 2个，大会门票 4张（任选城市的大会）
 公司 LOGO在大会官网及宣传资料上的展示
 大会现场品牌展示或推广

或价值大于 12000元人民币的服务或者实物



特权：
 可以在每个城市会场放置易拉宝 1个，张贴海报 1张
 厂商宣传资料随会议资料发放

白银赞助

七，合作机会

RMB:4,000元

公共权益：
 欢迎晚宴名额 1个，大会门票 2张（任选城市的大会）
 公司 LOGO在大会官网及宣传资料上的展示
 大会现场品牌展示或推广

或价值大于 6000元人民币的服务或者实物



青铜赞助

七，合作机会

RMB:2,000元
特权：
 任选 1个城市会场放置易拉宝 1个，张贴海报 1张
 厂商宣传资料随会议资料发放

公共权益：
 大会门票 2张（任选城市的大会）
 公司 LOGO在大会官网及宣传资料上的展示
 大会现场品牌展示或推广

或价值大于 3000元人民币的服务或者实物



     答谢晚宴 
人数： 30人
参加人员：所有讲师、特邀嘉宾
可由赞助商直接联系场地、餐饮等，但现场形象布置
必须以大会为主

欢迎晚宴赞助

七，合作机会

RMB: 4,000元
特权：
 欢迎晚宴冠名
 在欢迎晚宴上致辞 5分钟
 任选一个城市的晚宴现场，易拉宝海报可以任意摆放
 可以在每个城市会场放置易拉宝 1个，张贴海报 1张
 厂商宣传资料随会议资料发放
公共权益：
 欢迎晚宴名额 2个，大会门票 2张（任选城市的大会）
 大会门票 3张
 公司 LOGO在大会官网及宣传资料上的展示机会
 大会现场品牌展示或推广机会



     答谢晚宴 
人数： 30人
参加人员：所有讲师、特邀嘉宾
可由赞助商直接联系场地、餐饮等，但现场形象布置
必须以大会为主

答谢晚宴赞助

七，合作机会

RMB: 4000元
特权：
 答谢晚宴冠名
 在答谢晚宴上致辞 5分钟
 任选一个城市的晚宴现场，易拉宝海报可以任意摆放
 可以在每个城市会场放置易拉宝 1个，张贴海报 1张
 厂商宣传资料随会议资料发放

公共权益：
 欢迎晚宴名额 2个，大会门票 3张（任选城市的大会）
 大会门票 3张
 公司 LOGO在大会官网及宣传资料上的展示机会
 大会现场品牌展示或推广机会



     
胸牌赞助

七，合作机会

RMB: 6000元
特权：
 可以放置唯一Logo、公司名称、网址和二维码等在所有会场的大会胸牌

上
 厂商宣传资料随会议资料发放公共权益：
 欢迎晚宴名额 1个，大会门票 5张（任选城市的大会）
 大会门票 3张
 公司 LOGO在大会官网及宣传资料上的展示机会
 大会现场品牌展示或推广机会



     
日程表赞助

七，合作机会

RMB: 6000元
特权：
 可以放置唯一Logo、公司名称、网址和二维码等在所有会场的日程表 DM上
 厂商宣传资料随会议资料发放

公共权益：
 欢迎晚宴名额 1个，大会门票 5张（任选城市的大会）
 大会门票 3张
 公司 LOGO在大会官网及宣传资料上的展示机会
 大会现场品牌展示或推广机会



Thank You
Sting Chen( 陈世欣 )

******************************************
CPyUG ， TopGeek、 GDG Shanghai

电话： 18621935108
网址： TopGeek.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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