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届国际激光加工技术研讨会 (LPC 2017)
赞助方案
2017 年 3 月 14 日-15 日, 上海喜玛拉雅酒店、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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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助套餐:

1.1 金牌赞助商（限 2 家）：￥80,000


会议胸牌及吊带印制贵司 logo 或者参会代表用包袋赞助



会议论文集全版封底或封二广告



会议背景板展示贵司 logo



会议室门口摆放贵司展示架（赞助商提供）



企业演讲时段一个（20 分钟，含提问回答时间）



在 LPC 官方网站上刊登贵司 logo(链接到贵司网址)



在大会论文集上刊登贵司 logo



在 LPC 会议包袋夹带贵司宣传册



免费参会代表 3 名（除演讲报告人外）



优先选择其他赞助项目

1.2 银牌赞助商（限 3 家）：￥60,000


会议论文集全版特殊版位广告（封三、目录旁页、日程旁页）



会议背景板展示贵司 logo



会议室门口摆放贵司展示架（赞助商提供）



企业演讲时段一个（20 分钟，含提问回答时间）



在 LPC 官方网站上刊登贵司 logo(链接到贵司网址)



在大会论文集上刊登贵司 logo



在 LPC 会议包袋内夹带贵司宣传册



免费参会代表 2 名（除演讲报告人外）



优先选择其他赞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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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铜牌赞助商（限 4 家）：￥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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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论文集全版内页彩页广告



会议背景板展示贵司 logo



企业演讲时段一个（20 分钟，含提问回答时间）



在 LPC 官方网站上刊登贵司 logo(链接到贵司网址)



在大会论文集上刊登贵司 logo



在 LPC 会议包袋内夹带贵司宣传册



免费参会代表 1 名（除演讲报告人外）



优先选择其他赞助项目

单项赞助

单项赞助商将同时获得以下权益：


在 LPC 官方网站上刊登贵司 logo(链接到贵司网址)



在大会论文集上刊登贵司 logo

2.1 报告时段 （限 4 个）
：￥15,000
20 分钟（含提问回答时间）
2.2 会议论文集广告
论文集广告可以使得赞助商不仅在会议期间，并且可以在会议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得到广泛宣传。
论文集将以印刷版和电子版两种形式满足不同参会代表的阅读习惯。
以下均为整版广告，尺寸 210 x 297 mm, 4/4 C
类型

封底

封二/封三/目录旁页/日程旁页

内页

价格

￥14,000

￥11,000

￥9,000

2.3 资料夹带：￥5,500
在 LPC 会议包袋中夹带贵司宣传册以及其他宣传资料，可以使到场的所有参会代表都能看到贵司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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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企业展示架：￥3,500
在会议室门口摆放贵司展示架，可以使到场的所有参会代表第一时间看到贵司信息，每家企业限
摆放一个，由企业自行准备。展示架尺寸不超过 1.5 米宽 x2.5 米高。
2.5 会议包袋赞助：￥50,000
参会代表用包上印制贵司 logo，企业品牌展示的绝佳机会，数量 250 个。
（主办方制作）
※ 当此项赞助与金牌赞助冲突时，按金牌赞助商优先选择的原则来执行。
2.6 大会招待酒会赞助:￥65,000
所有参会代表以及嘉宾均将受邀参加招待酒会，邀请函上印制贵司 logo,会场将放置贵司的广告。
您还将获得晚宴的发言机会。赞助企业将免费获得 10 人的参与机会，这将是一个最好的拓展客户
关系的机会。
2.7 茶歇赞助：￥11,000
您公司的资料以将在整个会议期间出现在茶歇区域，企业名称或 Logo 将印制在台卡上摆放在茶歇
台上，
。企业可提供带有公司 Logo 的茶杯和纸巾等用品。茶歇期间将放映公司宣传片或产品介绍。
2.8 会议用纸及笔赞助：￥6,000
在所有会议场所以及会议包袋内提供会务用笔及用纸， 纸和笔由企业制作和提供。
2.9 现场照射灯赞助：￥8,000
在会议场所的墙面以及会议室门口地面上投放照射灯广告，绝佳广告效果，创新时尚的同时展现
您公司的产品技术。
（照射灯由赞助商提供）
2.10 VIP 席位椅背广告：￥8,000
听众席第一排设立 VIP 席位，VIP 席位背后张贴企业名称或 Logo。
2.11 其他赞助内容
其他赞助内容，如会议礼品等，请具体联系主办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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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届国际应用激光技术中国研讨会 (LPC 2017)
2017 年 3 月 14 日-15 日,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http://www.photonics-congress-china.cn/lpc.html
赞助单位信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名称

联系方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慕尼黑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联系人

戴蕾 女士

部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上海市浦东新区源深路 1088 号葛洲

联系地址

坝大厦 11 楼（20012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 +86-21- 2020 5500

国家

传真: +86-21-2020 5688

邮编

arrow.dai@mm-sh.com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

传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网址

E-Mail

赞助项目
请勾选您确定的赞助项目:
金牌赞助商

￥80,000

企业展示架

￥3,500

银牌赞助商

￥60,000

会议包赞助（250 个）

￥50,000

铜牌赞助商

￥40,000

大会招待酒会赞助

￥65,000

报告时段 (20 分钟)

￥15,000

茶歇赞助

￥11,000

大会纸笔

￥6,000

会议论文集广告
封底

￥14,000

现场照射灯赞助

￥8,000

封二/封三/目录/日程旁页

￥11,000

VIP 席位椅背广告

￥8,000

整版内页广告（彩色）
资料夹带

￥9,000

其他赞助

￥5,500

总价：__________________

附加条款：
若在提交本登记表后取消赞助方案，贵司必须以书面形式向慕尼黑展览（上海）有限公司提交《取消赞助申请》
，同时贵司必
须支付赞助费用的 10%作为取消费。如在 2017 年 2 月 17 日之后取消赞助方案，贵司必须支付全额赞助费用。
付款方式：慕尼黑展览（上海）有限公司仅接受银行汇款方式，收到全额款项后，本司将为贵司出具发票。
本司同意以上赞助方案及附加条款。
日期

签字和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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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3 月 14-16 日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