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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助方案 

类别 
价格

（RMB） 
赞助回报 

钻石赞助 

（独家） 
400,000 

钻石赞助商享有大会承办单位名誉，主论坛演讲，晚宴赞助等量身定制的赞助权益。 

开幕致辞 大会开幕致词（5 分钟） 

主论坛演讱 大会主论坛主题演讱 1 场（30 分钟） 

一对一约见 与潜在客户和演讱嘉宾进行一对一面谈（组委会帮忙引荐 8 人） 

大会主持 大会主持人或专题讨论主持人机会 

VIP 款待 会场前排贵宾席位，晚宴贵宾席位 

晚宴赞助 
晚宴 5 分钟致辞，晚宴区域独家的赞助商 LOGO 展示，循环播放赞助商宣

传片 

品牉宣传 赞助商公司名及 LOGO 曝光在签到背景板及主论坛和分论坛背景板 

标准展位 
标准展位一个（含一桌两椅，围板，220V 500W 电源插座一个，公司名称

楣板） 

媒体专访机会 会场内安排合作媒体专访 2 次 

免费参会代表 6 张普通票，6 张 VIP 票 

额外注册优惠 6 折优惠 

意向客户邀请 赞助商意向客户（名单由赞助商在会前一个月提供）将被邀请参加大会 

宣传权益 赞助商 LOGO 出现在会议的所有宣传材料、新闻，宣传册和网站上 

会议官网宣传 赞助商简介（200 字），LOGO，网站超链接至于会议官网上 

增值服务 电子版会刊、电子版论文集、电子版会后报告、大会通讯录 

铂金赞助  160,000 

铂金赞助商享有大会分论坛承办单位名誉，主论坛演讲，茶歇赞助等量身定制的赞助权益。 

开幕致辞 大会开幕致词（5 分钟） 

主论坛演讱 大会主论坛主题演讱 1 场（30 分钟） 

一对一约见 与潜在客户和演讱嘉宾进行一对一面谈（组委会帮忙引荐 6 人） 

大会主持 大会主持人或专题讨论主持人机会 

VIP 款待 会场前排贵宾席位，晚宴贵宾席位 

午宴赞助 午宴区域内循环播放赞助商宣传片 

品牉宣传 赞助商公司名及 LOGO 曝光在签到背景板及主论坛和分论坛背景板 

标准展位 
标准展位一个（含一桌两椅，围板，220V 500W 电源插座一个，公司名称

楣板） 

媒体专访机会 会场内安排合作媒体专访 1 次 

免费参会代表 6 张普通票，4 张 VIP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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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外注册优惠 6 折优惠 

意向客户邀请 赞助商意向客户（名单由赞助商在会前一个月提供）将被邀请参加大会 

宣传权益 赞助商 LOGO 出现在会议的所有宣传材料、新闻，宣传册和网站上 

会议网站宣传 赞助商简介（200 字），LOGO，网站超链接至于会议官网上 

增值服务 电子版会刊、电子版论文集、电子版会后报告、大会通讯录 

黄金赞助 10,0000 

黄金赞助商享有大会分论坛承办单位名誉，主论坛演讲，午宴赞助等量身定制的赞助权益。 

主论坛演讱 大会主论坛主题演讱 1 场（30 分钟） 

一对一约见 与潜在客户和演讱嘉宾进行一对一面谈（组委会帮忙引荐 6 人） 

大会主持 大会主持人或专题讨论主持人机会 

VIP 款待 会场前排贵宾席位，晚宴贵宾席位 

单次茶歇赞助 茶歇区域内摆放易拉宝及其他品牉宣传物 

品牉宣传 赞助商公司名及 LOGO 曝光在签到背景板及主论坛和分论坛背景板 

标准展位 
标准展位一个（含一桌两椅，围板，220V 500W 电源插座一个，公司名称

楣板） 

免费参会代表 5 张普通票，3 张 VIP 票 

额外注册优惠 7 折优惠 

意向客户邀请 赞助商意向客户（名单由赞助商在会前一个月提供）将被邀请参加大会 

宣传权益 赞助商 LOGO 出现在会议的所有宣传材料、新闻，宣传册和网站上 

会议网站宣传 赞助商简介（150 字），LOGO，网站超链接至于会议官网上 

增值服务 电子版会刊、电子版论文集、电子版会后报告、大会通讯录 

分论坛 

演讲赞助 
45,000 

分论坛演讱 大会分论坛主题演讱 1 场（30 分钟） 

品牉宣传 赞助商公司名及 LOGO 曝光在签到背景板及主论坛和分论坛背景板 

免费参会代表 2 张普通票 

宣传权益 赞助商 LOGO 出现在会议的所有宣传材料、新闻，宣传册和网站上 

增值服务 电子版会刊、电子版论文集、电子版会后报告、大会通讯录 

资料袋赞助 80,000 

资料袋（独家） 独家冠名资料袋，赞助商 LOGO 和宣传页出现在资料袋上 

品牉宣传 赞助商公司名及 LOGO 曝光在签到背景板及主论坛和分论坛背景板 

免费参会代表 2 张普通票 

宣传权益 赞助商 LOGO 出现在会议的所有宣传材料、新闻，宣传册和网站上 

增值服务 电子版会刊、电子版论文集、电子版会后报告、大会通讯录 

胸卡赞助 80,000 
胸卡（独家） 独家冠名胸卡，赞助商 LOGO 曝光在胸卡上 

品牉宣传 赞助商公司名及 LOGO 曝光在签到背景板及主论坛和分论坛背景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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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参会代表 2 张普通票 

宣传权益 赞助商 LOGO 出现在会议的所有宣传材料、新闻，宣传册和网站上 

增值服务 电子版会刊、电子版论文集、电子版会后报告、大会通讯录 

椅套赞助 60,000 

享有量身定制椅套等赞助权益，椅套设计方案由大会组委会审核批准。 

品牉宣传 会刊，背景板，横幅 LOGO 展示 

免费参会代表 2 张普通票 

宣传权益 赞助商 LOGO 出现在会议的所有宣传材料、新闻，宣传册和网站上 

会议网站宣传 赞助商简介（150 字），LOGO，网站超链接至于会议官网上 

增值服务 电子版会刊、电子版论文集、电子版会后报告、大会通讯录 

论文集冠名 50,000 独家 
赞助商单位名称、LOGO 出现在论文集封面位置 

享有论文集特殊版面 1 份彩页广告权益 

彩页广告 

12,000 
彩页广告（封

2、扉页和封 3） 
会刊或论文集扉页和封 3 插印 1 页 A4 彩色广告（独家） 

12,000 折页广告 会刊或论文集分论坛版面前一页插印 1 份（3 页）A4 彩页广告（3 家） 

10,000 
分论坛版面前

广告彩页 
会刊或论文集分论坛版面前一页插印 1 页 A4 彩页广告（独家） 

8000 彩页广告 会刊或论文集内插印 1 页 A4 彩色广告（非特殊版面） 

资料入袋 20,000 资料入袋 公司宣传资料放入大会资料袋（6 份） 

其他赞助 

20,000 会场标识物 
赞助商企业名称、LOGO 出现在会场标识物上，标识物包括引导牉、展区路

线指引等（独家） 

15,000 拉网展架 
赞助商享有在会场内、茶歇区域等搭建展架权益，展架参考尺寸 1.5m，含

印刷和搭建费用 

80,000 门楼 
赞助商享有在酒店或会场门口搭建门楼权益，门楼参考尺寸 5*3m，含印刷

和搭建费用（独家） 

笔记本赞助 80,000 会议用笔记本 赞助商 logo 出现在会议用笔记本封面（独家） 

会议用笔赞助 40,000 会议用笔 赞助商 logo 出现在会议用笔（独家） 

 论文或海报投

递 
800 

论文或海报投

递 
论文或海报的投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