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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时间、地点
大会主办：浙江省医学会

               浙江省医学会心血管病分会

会议时间：2019年9月5日-8日

会议地点：杭州国际博览中心

布展时间：2019年9月4日12:00-20:00

撤展时间：2019年9月8日12:00

参展报名办法
请赞助单位于7月31日前尽早将《参会申请表》以电子件形式发回（E-mail：

zjxxg2010@126.com），或传真给：0571-8778 4743，经大会组委会 

确认后，公司以转帐方式于会议前将应缴款项转入下列帐号：

联系人：孙   勇 13906534168   周   杨：13666677479

户名：浙江省医学会

开户银行：杭州工行武林支行

账号：1202024309014406954

请注明参加会议名称，届时各类项目分配将在赞助中以金额大小和费用到帐先

后顺序挑选。

赞助方案

套系赞助

优选8个免费展位（48m2）

超出8个展位，按标准展位全额收取展位费

冠名会议一个场次

优选卫星会一场

优选三个会议资料平面广告位

帮助预定会议指定酒店（会议价）

会议资料包放置公司宣传单页（自备）

会议出版资料印厂商名及Logo、特别致谢

其他可协商方式

次选6个免费展位（36m2）

超出6个展位，按标准展位全额收取展位费

卫星会一场

挑选两个会议资料平面广告

帮助预定会议制定酒店（会议价）

会议资料包放置公司宣传单页（自备）

会议出版料印厂商名及Logo、特别致谢

等级      金额（元）         内容                                               备注

方

案

一

方

案

二

500,000起

400,000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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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案

三

方

案

四

200,000起

赞助方案

套系赞助

等级    金额（元）     内容                                                  备注 等级   金额（元）    内容                                                 备注

300,000起

安排4个免费展位（24m2）

超出4个展位，按标准展位全额收取展位费

卫星会一场

免费提供二个会议资料平面广告位

帮助预定会议指定酒店（会议价）

会议资料包放置公司宣传单页（自备）

会议出版资料印厂商名及Logo、特别致谢

安排2个免费展位（12m2）

超出2个展位，按标准展位全额收取展位费

卫星会一场

挑选一个会议资料平面广告位

帮助预定会议指定酒店（会议价）

会议资料包放置公司宣传单页（自备）

会议出版资料印厂商名及Logo、特别致谢

免费提供卫星会场地

免费提供现场AV设备及屏幕

免费提供1个接待台（会场入口处）

卫星会安排放入大会最终日程册

卫星会邀请函装入参会代表资料包内

卫星会会场门口摆放厂商易拉宝（厂商自备）

100,000

卫

星

会

赞助方案

单项赞助

三面隔墙（高2.5m）（如展位在转角处，

组委会将展位搭建成两面敞开的形式）

眉板一条（内容仅限公司中、英文名称）

咨询桌1张、椅子2把、电源1个、射灯2只、地毯

工作人员胸卡、午餐券2套

大会会议资料包1个

标

准

展

位

30,000起

优秀
论文
颁奖
赞助

50,000

颁奖会资料冠名

颁奖会背景公司LOGO（位置协商）

1个厂商代表颁奖名额

免费提供冠名会场地，2小时/场

免费提供现场AV设备及屏幕

免费提供1个接待台（会场入口处）

议程放入大会日程册，标明xx公司协办

冠名会邀请函装入参会代表资料包内

冠名会会场门口摆放厂商易拉宝（厂商自备）

200,000

冠

名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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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申请表

公司名称：

        我公司将参加于2019年9月5日-8日召开的“第十三届钱江国际

心血管病会议”的展览和赞助。

公司赞助/负责人信息：

   姓       名：                                             职       务：     

   手       机：                                             E-mai l：       

   通讯地址：                                              邮       编：

资助类型：（详细注明所赞助项目）

   套系赞助：

   卫星会意向时段：

   单项赞助：（列出全部赞助项目）

   展位赞助：3m*2m展位x               个         �  需特装

   其他赞助：（列出全部赞助项目）

★本公司声明已经阅读《招商通知》对其中各项条款已经充分了解，并

将遵守参展规则与规定。

    参展公司：（签章）

    签      名：

       年        月       日

赞助方案

其他赞助

大会资料包

会议用笔及笔记本

胸卡及胸卡带

餐卷、食宿卡

会议中心指路牌

各分会场日程板

会场平面广告位

会议矿泉水

大会论文集

(组委会制作，广告

设计由厂商提供)

大会最终日程

手册广告

 (组委会制作，广告

设计由厂商提供)

6000个

6000套

6000套

6000套

20000瓶

5万

5万

5万

5万

5万

5万 

5万

5万

资料包上印刷厂商Logo
(包含冠名费，不包括制作费，企业自行制作)

笔记本封二厂商广告、笔上印制厂商Logo
(包含冠名费，不包括制作费，企业制作)

胸卡背面、卡带上印制厂商Logo
(包含冠名费，不包含制作费，企业制作)

背面印制厂商Logo及致谢字样
(包含冠名费及制作费，组委会制作)

指路牌上印制厂商Logo
(包含冠名费及制作费，组委会制作)

日程板上印制厂商Logo 
(包含冠名费及制作费，组委会制作)

可制作厂商广告统一尺寸画面4mX3m
(包含冠名费，公司按尺寸自制，统一布置)

可冠名厂商Logo
(包含冠名费，不包括制作费，企业制作)

6000册

6000册

1万

0.8万

0.5万

0.3万

1万

0.8万

0.5万

0.3万

封底广告位

封二广告位

封三广告位

内页单面广告位

封底广告位

封二广告位

封三广告位

内页单面广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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