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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化学会第 32 届学术年会招商说明 

 

中国化学会第 32 届学术年会将于 2020 年 5 月 25-28 日在广东省

珠海市珠海国际会展中心举办，5 月 24 日报到。 

中国化学会学术年会规模不断扩大，影响力不断提升，已经成为

化学及相关领域门类最全、规模最大、层次最高的综合性学术交流平

台。本届年会已确定设置学术分会 57 个及前沿、特色学术论坛若干，

参会规模预计超过万人。参会人员来自高等院校、化学及相关领域科

研院所、企事业单位，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为扩大年会影响力，促进化学领域产学研融合，年会面向企事业

单位招商，盛情邀请相关单位在中国化学会第 32 届学术年会设立展

位或提供赞助支持，共享化学盛会。中国化学会将在企事业单位形象

宣传、新产品和新技术展示、市场拓展、寻求科研人才、促进产学研

合作等方面提供平台和服务。 

一、 新技术、新产品与新仪器成果展览 

年会同期举办“新技术、新产品与新仪器成果展览”， 为参展企

事业单位提供更多的交流与合作的机遇。展览面积 5000 平米，设计

展位近 200 个。展览与学术会议紧密结合，是企业宣传新产品、新技

术、新仪器，展示科研成果、人才需求、图书期刊的有力平台。展位

设置、展位选取说明及展场分布示意图请见附件 1。 

展览相关事宜请联系中国化学会秘书处焦斌老师（手机/微信：

13651057712；邮箱：binjiao@iccas.ac.cn） 

 

二、 单项赞助 

年会为企事业单位提供多种赞助单项选择，包括：  

1. 组织专题论坛（5 万元/半天）； 

2. 大会特邀报告冠名（10 万元）； 

3. 中外学术期刊主题论坛暨期刊推介会报告（5 千元）； 

4. 中国化学会第 32 届学术年会优秀墙报奖冠名（4 万元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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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年会资料袋印刷单位标识（20 万元，或赞助单位独家直接提

供资料袋）； 

6. 年会胸卡挂绳印制单位标识（10 万元）； 

7. 年会论文集 U 盘印制单位标识（10 万元）； 

8. 年会用记录本印制单位标识（5 万元） 

9. 年会用笔印制单位标识（5 万元） 

10. 年会开幕式及年会晚宴前视频播放（5 万元） 

11. 年会程序册彩色广告页（3 万元起） 

12. 年会论文集 U 盘存放电子广告页（1 万元） 

赞助单项详细内容说明请见附件 2。 

赞助相关事宜请联系中国化学会秘书处韩立冬老师 （手机/微信：

18500497786；邮箱：hanlidong@iccas.ac.cn） 

 

三、 单位会员优惠 

参加中国化学会第 32 届学术年会新技术、新产品与新仪器成果

展的中国化学会单位会员，享受 8 折优惠。 

四、 升级 

参加中国化学会第 32 届学术年会的企事业单位，将根据其年会

投入费用（包括赞助单项费用和展览费用，但不包括企业代表参会所

缴纳的会议注册费），邀请成为中国化学会第 32 届学术年会赞助单位，

分别列为 “铂金赞助单位”、“金牌赞助单位”。组委会将提供高质量

附加服务。服务内容说明请见附件 3。 

 

附件 1：展位设置与选取说明及展场分布示意图 

附件 2：赞助单项详细内容说明 

附件 3：“铂金赞助”、“金牌赞助”服务内容说明 

附件 4：赞助意向登记表 

 

 

 

中国化学会         

2019 年 1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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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新技术、新产品与新仪器成果展览 

展位设置、选取说明及展场分布示意图 

 

一、展位设置说明 

1. “新技术、新产品与新仪器成果展览”场地设在珠海国际会展中心 3、4 号

展厅，展厅里侧约 1/2 区域为本届年会墙报展示区，具体见展场分布示意图； 

2. 展位计划图中的右侧（北）将连接 1、2 号展厅，1、2 号展厅将用于 5

月 25 日上午用作开幕式会场，5 月 26-28 日用作代表中午用餐区域。自 26 日午

餐起至会议结束，1、2 号展厅和 3、4 号展厅之间的厅门将处于打开状态。 

3. 为尽可能准确地示意展位设置情况，3、4 号展厅的埋地式消防栓及吊顶

位置均在展场分布示意图中标注，但图中个别尺寸可能存在一定的偏差，请在选

取展位时参考。若埋地式消防栓在展位内，届时将对展位的地毯或地台进行相应

切割后再铺设，以便需要时能快捷使用消火栓，正常展示期间不影响展位使用。 

4. 为保障展馆内外的秩序，暂时拟定在展厅外的序厅或走廊两侧等合适位

置统一采取连体喷绘的方式为参展单位布放诸如易拉宝或展板，届时将不再允许

展厅外摆放易拉宝等。展厅外易拉宝展示内容每家限一幅，费用自理，由主场管

理方统一收集、制作。具体方案，另行通告。 

5. 标准展位标配：3×3m，三面围板、展桌 1 张、椅子 2 把、眉题 1 个、纸

篓 1 个、220V 电源插座（200W）1 个、会议资料 1 套、2 人份展台人员胸卡和

2 人份展会期间午餐。 

二、展位选取说明 

1. 选位原则 

为更好地保障参展单位利用本届年会的资源，同时兼顾参展单位投入与产出

比、中国化学会单位会员的利益、中小企业的参展需求，以尽可能合理透明的方

案保障各方的基本利益。 

2. 选取顺序 

（1）两条主通道两侧展位优先供应有特装需求的参展单位； 

（2）特装展位需求数量为第一优先级别： 

单个参展单位购置特装展位数量多者，优先。将按 8 个展位及以上者为第一

顺位，后续顺位依次为：6 个、4 个、2 个。 

（3）非特装展位需求数量为第二优先级别： 

购置非特装展位数量多者，优先。将按 4 个展位及以上者为第一顺位，后续

顺位依次为：3 个、2 个、1 个。 

3. 选取方式 

（1）所有展位选取将本着横排选取规则，以便使更多的展位能享受主通道

人流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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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特装展位选取时，若需要的展位数量为单数，则只能采取“N+1”模式，

例如需要三个特装区域展位，即需要购买两个特装区域展位+1 个非特装展位；

除非能协调两家的各三个展位背靠背形式，留出靠通道的两个竖排展位； 

（3）需特装的参展单位若因经费所限，可选取非特装区域的展位实施特装，

选位原则同上。 

（4）若出现特装区域展位有余的情况，非特装参展单位也可按其相应顺位

进行选择。 

（5）展位选择的顺位，将在“年会展览企业微信群”内提前公布，并在 2020

年 1 月 5 日后指定时段实行“抢注报名”的方式，按优先级别顺序，由参展单位的

代表在相应的顺位抢注报名时段内抢注报名，排名顺序确定后，将在一天后的指

定时段开始选定展位位置，每家选定时间将有限制（如最多 30 分钟），错过后，

则后续参展单位即有资格选择，错过的单位不能再选择已有资格选择单位选取的

展位了！具体方案将在群内公布，届时请进微信群了解，未赶上本顺位的参展单

位，有权随时插入后续顺位的抢注和选择展位。 

（6）在相应顺位抢注报名的时段内，无关人员禁止发言，对于出现干扰抢

注报名和选位的微信群成员，将移出微信群，不再接受入群申请。 

4. 选取时间 

（1）请所有参展单位仔细阅读所有材料，提前做好相关的选择和安排； 

（2）各顺位抢注报名和选取展位时段将在微信群内提前至少一天预告，请

各参展单位关注微信群内通知。 

（3）未进微信群的各企事业单位代表请添加焦斌老师微信（13651057712），

随后邀请进入“年会展览企业微信群”，以便了解展览详情和展位选取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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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国际会展中心首层展馆分布整体示意图 

图中展厅之间的虚线部分为可打开通道。展厅 3、4 之间虚线隔板届时移除；展

厅 1、2 大会首日 25 日上午为开幕式和大会报告厅，第二日 26 日开始作为代表

就餐区，展厅 2、3 之间虚线部分的隔板拆除为通道。展厅 4、5 之间的隔板整个

会期封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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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国际会展中心 3、4 号展厅（本届展览所在）照片 

图中通往 2 号展厅的通道，左侧为打开后的状况，右侧为封闭时的状况，左右两

侧均从第二天开始打开。 

 

货运通道 
通往 2号展厅大门 

3、4号展厅 

入口大门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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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国际会展中心及其周边地形图 
 

本届年会鉴于会场条件和分会数量大，按目前规划，各分会分布将占用三处场地：

珠海国际会展中心内的会议室、珠海国际会议中心内大部分的会议室、华发喜来

登酒店内的部分会议室。分会会场的具体分布和安排尚未确定，需等会议征稿截

止后才能开始着手安排。 

国际会议 

中心 

珠海国际会展中心 

场  馆 

华发喜来

登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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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中国化学会第 32 届学术年会赞助单项详细内容说明 

 
一、组织专题论坛（面向企事业单位、出版社） 

1）期刊出版类（5 万元/半天） 

a. 年会期间在会场设置相关专题论坛 

b. 会务组安排会场，会场可容纳人数约 60~80 人 

c. 会务组提供投影、音响、话筒等会议设备 

d. 会务组安排两位志愿者用于会场服务 

e. 论坛日程加入年会程序册 

f. 会务组协助邀请意向嘉宾 

 

2）技术报告类 （5 千元/15 分钟时段） 

a. 年会期间在展览区域设置报告会 

b. 会务组安排报告场地 

c. 会务组提供投影、音响、话筒等会议设备 

d. 会务组安排两位志愿者用于会场服务 

e. 报告会日程加入年会程序册 

 

三、大会特邀报告冠名（10 万元） 

a. 年会程序册大会特邀报告日程冠名 

b. 大会特邀报告人证书体现单位冠名及标识 

c. 大会开幕式 PPT 流程页面体现单位冠名及标识 

 

四、大会中外学术期刊主题论坛暨期刊推介会报告时段（5 千元） 

中国化学会第 32 届学术年会期间将设立“中外学术期刊主题论坛及期刊推介会”，

面向国内外优秀期刊开放参与，共同分享办刊经验、宣传期刊： 

a. 报告时长 20 分钟 

b. 论坛日程加入年会程序册 

 

五、中国化学会第 32 届学术年会优秀墙报奖冠名（4 万元起） 

a. 优秀墙报奖数量为总墙报数 5%，预计 200 名 

b. 独家冠名 50-200 人 

c. 赞助单位提供奖金标准：800 元/人 

d. 赞助单位提供 logo，组委会统一设计并印发证书 

 

六、年会用包/资料袋印刷单位标识（20 万元，或由赞助单位独家直接提供用包） 

a. 组委会指定年会用包/资料袋印刷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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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年会用包/资料袋向所有参会代表发放 

 

七、胸卡挂绳（10 万元） 

a. 胸卡挂绳印刷单位标识 

b. 胸卡挂绳向所有参会代表发放 

 

八、年会论文集 U 盘印刷单位标识（10 万元） 

a. 年会论文集 U 盘印刷单位标识 

b. 年会论文集 U 盘向所有参会代表发放 

c. 年会论文集 U 盘存放广告页，电子版广告页格式需为.PDF 文件，文件大小不

超过 10M 

 

九、年会用记录本（5 万元） 

a. 年会用记录本封面及内页印刷单位标识 

b. 年会用记录本向所有参会代表发放 

 

十、年会用笔（5 万元） 

a. 年会用笔印刷单位标识 

b. 年会用记录本向所有参会代表发放 

 

十一、开幕式及晚宴前视频播放（5 万元） 

a. 年会开幕式前 30 分钟开始播放宣传视频 

b.年会贵宾、获奖人及会士晚宴前 30 分钟开始播放宣传视频 

c. 仅限 5 家赞助单位 

c. 各赞助单位提供时长为 1 分钟的宣传视频 

d. 依照顺序轮流播放 

 

十二、年会程序册彩色广告页（3 万元起） 

a. 封底（5 万元） 

b. 封二（4.5 万元） 

c. 封三（4 万元） 

d. 中间彩色广告页插页（3 万元/面） 

 

十三、年会论文集 U 盘存放广告页（1 万元） 

a. 年会论文集 U 盘向所有参会代表发放 

b. 电子版广告页格式需为.PDF 文件，文件大小不超过 10M 

 

十四、其他赞助形式 

中国化学会第 32 届学术年会提供的赞助方式可能无法满足贵单位的需求，如

有其他赞助需求或意向，请与赞助事宜联系人韩立冬老师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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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铂金赞助”、“金牌赞助”单位服务内容说明 

 

参加中国化学会第 32 届学术年会的企事业单位，将根据其年会投入费用（包

括赞助单项费用和展览费用，但不包括企事业单位代表参会所缴纳的会议注册费）

分别列为 “铂金赞助”、“金牌赞助”单位，组委会将提供高质量附加服务，具体

如下： 

铂金赞助 

a. 赞助费用达到 20 万元及以上 

b. 依照顺序，列为年会铂金赞助单位 

c. 邀请 2位赞助单位代表参加“中国化学会第 32届学

术年会贵宾、获奖人及会士晚宴” 

d. 赠送 5 个会议代表免注册名额 

e.单位标识投放尺寸为大尺寸 

f. 年会网站刊登赞助单位标识 

g. 年会背景板刊登赞助单位标识 

h. 年会程序册刊登赞助单位标识 

i. 年会宣传报道提及赞助单位 

金牌赞助 

a. 赞助费用达到 10 万元及以上 

b. 依照顺序，列为年会金牌赞助单位 

c. 邀请 1位赞助单位代表参加“中国化学会第 32届学

术年会贵宾、获奖人及会士晚宴” 

d. 赠送 2 个会议代表免注册名额 

e. 单位标识投放尺寸为较大尺寸 

f. 年会网站刊登赞助单位标识 

g. 年会背景板刊登赞助单位标识 

h. 年会程序册刊登赞助单位标识 

i. 年会宣传报道提及赞助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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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赞助意向登记表 

赞助意向 

□组织专题论坛（期刊类） □组织专题论坛（技术类） 

□大会特邀报告冠名 □参加中外学术期刊论坛 

□大会优秀墙报奖冠名 □年会资料袋 

□年会用记录本 □年会用笔 

□年会论文集 U 盘 □开幕式及晚宴视频播放 

年会程序册广告页 

□封底 □封二 

□封三 □插页  面 

□年会论文集存放电子广告页 □其他：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联系人  

手机  

邮箱  

*赞助项目，将采取“先到先得”原则，根据赞助协议进行确定； 

*中国化学会第 32 届学术年会赞助意向登记表请发至中国化学会秘书处韩立冬

（邮箱：hanlidong@iccas.ac.cn；手机：185004977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