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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RS   大会赞助

作为 2019第二届中国新材料产业大会的主赞助

商，贵公司将在大会整个过程中得到最多表现

机会。这个独一无二的机会可以将贵公司的产

品及服务展现在中国新材料产业人士面前，显

示出贵公司对业界的支持，并得到认同。

1）
2）
3）

4）

5）
6）

赞助执行：

费用：RMB 2000,000.00/独家

大会背板将特别标注贵司司标

在会议文件的显著位置标明贵公司为主赞

助商，并提供会议文件中的整页全彩广告 

（赞助商提供设计）

提供展区36平米空地展位，供赞助商展示

使用

免费提供5个参会名额

将贵公司 logo 放在代表证和会议网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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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RS   分会赞助

分会赞助是参加会议型展会最为行之有效的公

众营销方式，中国材料大会的每场分会人数一

般在150-200人左右，选择一场同贵公司产品

应用十分相关的分会做分会赞助，可以直接同

一线研究人员进行深入交流。

1）
2）
3）

4）

5）

赞助执行：

费用：RMB 50,000.00/分会

现场1个9m2标准展位；

技术报告10~15分钟；

分会接待处放置赞助商的宣传资料；

（相关资料由赞助商提供）

分会现场放置赞助商易拉宝或X展架两个，由

主办单位制作；（相关资料由赞助商提供）

分会现场放置赞助商条幅一个，由主办单位

制作（相关资料由赞助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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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RS   饮用水赞助

大会举办所有瓶装饮用水，公司名称及LOGO

印刷在瓶身。大会期间，赞助商的品牌会被天

天“抓”在手上。

以获得非常广泛的推广机会。

1）
2）

现场1个9m2标准展位；

由组委会统一制作（印刷图案矢量图由赞助

方提供），数量为15000-20000瓶；

赞助执行：

费用：RMB 70,000.00/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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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RS   VIP礼品赞助

由主办方统一制作高端精美礼品，赠送给大会

报告人、分会主席及部分邀请报告人。印有赞

助方LOGO和信息的精美礼品很好的体现了赞

助方的实力。

1）

2）
3）

赞助执行：

费用：RMB 40,000.00/独家

备注：亦或由赞助商根据组委会的数量及品质要

求，自行制作礼品供组委会使用。

赞助方LOGO及相关信息出现在展会礼品上；

（内容由赞助方提供）

数量为100份；

礼品由组委会负责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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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RS   活动区礼品赞助

配合大会现场活动所发放礼品，赞助方LOGO

及相关信息出现在展会礼品上。一般会制作成

常用物品，这样会被广泛使用，更加能体现宣

传价值以及持续效果。

1）
2）
3）

扫码礼品（3000份）

抽奖礼品（200份）

集章礼品（1000份）

赞助执行：

费用：RMB 36,000.00/家

备注：亦或由赞助商根据组委会的数量及品质要

求，自行制作礼品供组委会使用。

限3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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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RS   手提袋赞助

手拎袋一面印制大会信息，另一面印制赞助商

信息。大会资料装在手拎袋里，注册代表报到

时发放。大会期间，贵公司将天天被“拎”在

手上。作为流动的小型广告，可随着携带人群

的移动达到广而告之的效果。

1）
2）
3）
4）

赞助执行：

费用：RMB 100,000.00/独家

数量：8000个

文件要求：图片300dpi以上

LOGO要求：矢量文件

文件最后提交日期：2019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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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RS   笔记本赞助

主办方制作精美的笔记本，封面印制赞助商

LOGO或相关信息，注册代表报到时，随开会

资料一起发放。作为注册代表记录会议摘要及

学习内容的必要工具，推广效果非凡。

1）
2）
3）

赞助执行：

费用：RMB 150,000.00/独家

数量：8000本

LOGO要求：矢量文件

文件最后提交日期：2019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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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RS   大会用笔

大会特别定制用笔，笔身印制赞助商基本信息

（名称、LOGO等），注册代表报到时，随开

会资料一起发放。
1）
2）
3）
4）

赞助执行：

费用：RMB 60,000.00/独家

数量：8000支

文件要求：图片300dpi以上

LOGO要求：矢量文件

文件最后提交日期：2019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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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规格

21×28.5
单位：CM

价格(元)

封底

封二、扉页

封三

彩插

30000
35000
28000
20000

C-MRS   程序集广告

《程序集》的内容包括大会报告摘要、会议室

位置、所有分会的口头报告、POSTER、整个

大会及分会的日程安排等，是大会期间使用频

率最高的印刷品。而且《程序集》的使用一直

延续到会后很长时间，达到持续宣传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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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RS   胸卡+挂绳广告

胸卡背面印有赞助方相关信息，挂绳上印有赞

助方LOGO，胸卡及挂绳包括了参会代表、参

展商及专业观众证件，从展商布展、注册代表

报到直至展会和会议结束，贵公司都被超过

7000名参会代表及观众“挂”在胸前。

1）
2）
3）

数量：10000套；

LOGO：矢量文件，截稿时间2019年5月31日

由组委会统一制作；

赞助执行：

费用：RMB 80,000.00/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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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RS   装袋资料

可以将公司的宣传册（产品目录）随同大会资

料袋一并发送给参会代表，以确保参会代表能

第一时间查寻到公司产品信息。
1）
2）

3）

可提供名额：5个

资料运抵成都西部国际博览城大会现场，截

时间：2019年7月10日前。

每个名额限1份资料，仅限宣传手册。

具体执行：

费用：RMB 12,000.0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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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RS    技术报告

选择一场同贵公司产品应用十分相关的分会做

分会报告，可以直接同一线研究人员进行深入

交流。技术报告，更有效地帮助参展商推广其

产品和服务，时间为10~15分钟。

1）

2）

3）
4）
5）

在2019年4月15日前填妥《报告摘要》交由主

办单位，根据分会情况按排日程；

在2019年6月30日前，主办方将电子版《程序

集》交由演讲人，《程序集》里将会有明确

的演讲时间（具体时间视议程安排）；

演讲人、报告主题和内容确认后不得更改；

演讲人自备PPT资料及U盘；

报告当日流程：演讲当日带好U盘资料到提前

到分会场同分会主席接洽，准备演讲。

具体执行：

费用：RMB 11,800.00/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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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RS    期待您的参与

主办单位 | Organizer 展览主办 | Expo Organizer

上海狮威展览有限公司
上海市静安区灵石路658号大宁财智中心1505室

电话：86（21）6427 1916
传真：86（21）5227 7516
电子邮件：cityhui@vip.163.com
大会官网：www.ciamite.com

中国材料研究学会
Chinese Materials Research Society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62号4102
电话：010-68710443
联系人：刘老师

E-mail：fengliucmrs@126.com
大会官网：http://cmc2019.medmeeting.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