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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说明 

全国分子筛学术大会为两年一届的分子筛及多孔材料领域的全国性

学术盛会。会议由中国化学会分子筛专业委员会主办、国内各高等院校或

科研院所具体承办 。 

中国化学会第21届全国分子筛学术大会将于 2021年 9月27日-30 日

在山东青岛中铁青岛世界博览城国际会议中心举办，预计将有超过

1500名代表参加。本届大会由中国化学会分子筛专业委员会和中国石油

大学（华东）共同主办，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承办，大会主席由中国石

油大学（华东）阎子峰教授和Svetlana Mintova教授担任。 

本次会议的主题是“多孔材料与未来能源”，旨在展示我国分子筛与多

孔材料领域取得的最新进展，研讨分子筛及相关多孔功能材料化学在能源

变革与可持续发展新时代的责任、机遇与挑战，进一步推进我国分子筛科

学和技术的发展和成果推广。会议主要内容及范围包括：多孔分子筛材料

的合成、修饰和表征技术；主客体化学和功能材料；吸附、分离和扩散性

能；多孔材料催化和化工过程；多孔材料性质、结构和应用的理论计算和

模拟。会议程序包括：大会特邀报告、主旨报告、邀请报告、口头报告、

墙报展讲、专题学术论坛等，会议期间将由中国化学会分子筛专业委员会

颁发“第三届分子筛奖”。 

为扩大会议影响力，促进分子筛领域产学研融合，会议面向企事业单

位招商，盛情邀请相关单位在中国化学会第21届全国分子筛学术大会设

立展位或提供赞助支持，共襄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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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具体招商项目设置 

1、展位 

会议期间将在国际会议中心展览大厅和分会场前厅同期开展“新技术、

新产品与新仪器成果展览与推介会”，设计展位30余个，展位面积近700平方

米，为参展单位提供更多的交流与合作机会。 

展位设置、展位选取说明及展场分布示意图请见附件 1。 

2、赞助单项 

本次会议为企事业单位提供多种赞助单项选择，包括： 

高等院校宣讲/博士后招聘： 

1) 高等院校人才引进/招生政策宣讲 

2) 高校知名课题组博士招生/博士后招聘专场 

技术类推广会/论坛： 

3) 开放式论坛 

4) 网络直播会场专属推介 

会议各类冠名： 

5) 大会特邀报告冠名 

6) 会议优秀墙报奖冠名 

7) 会议开幕式及晚宴前视频播放 

会议服务项目广告： 

8) 会议用包/资料袋印刷单位标识 

9) 胸卡挂绳 

10) 会议论文集 U 盘印刷单位标识 

11) 会议用记录本 

12) 会议用笔 

各类广告宣传彩页： 

13) 会议程序册彩色广告页 

14) 会议资料袋内单独宣传彩页 

15) 会议论文集 U 盘存放广告页 

赞助单项详细内容说明请见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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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升级 

参加中国化学会第21届全国分子筛学术大会的企事业单位，将根据其

会议投入费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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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届全国分子筛学术大会赞助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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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展位、冠名挑选原则 

 请赞助单位填写赞助意向登记表（附件4）发至会议组委会邮箱：

21czc@upc.edu.cn（标题注明赞助意向表），确认赞助项目并签订参展

协议后办理汇款； 

 挑选原则以正式与大会签订协议及缴费时间先后为准； 

 按照赞助金额高低顺序选择展位，同等赞助金额的情况下，先到先得； 

 为了确保能够挑选到满意的展览位置和论坛时间段，请尽快与招商负

责人或秘书处联系； 

 相关论坛报告内容、仪器设备、出版物等展品需经大会批准方可参展； 

三、付款方式 

开户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江山南路支行 

账户：青岛腾跃泰合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账号：12069000000631682 

汇款请注明“21czc赞助商”+“参会企业名称”字样。 

四、联系方式 

大会负责人/招商负责人：刘振 

   联系电话：18561602890 

   邮箱：21czc@upc.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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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注意事项 

1、取消、更改政策 

参会企业如因特殊原因取消展位、广告或其他项目，须以书面的形式

向大会招商秘书处提出申请，通过其他形式取消一律不予受理。退款政策如

下： 

2021年8月1日(含)前扣除金额的50%后退款； 

2021年8月1日后不退款。 

2、免责声明 

根据国际惯例，如会议因不可抗拒的原因被迫延期或取消，包括但不

限于病毒疫情、地震、洪水、展馆的毁坏等，大会组委会有权保留部分参展

金额用于支付前期筹备工作产生的开支。 

3、法律责任 

 参展企业在会议任何刊物上刊登的广告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有

关广告的法律及有关规定。违法违规刊登广告的，大会组委会将报有关监管

机构，由监管机构进行处理，同时保留采取进一步行动的权利。 

 参展商应保证会前和会后的其他活动不会影响到大会。 

 参展商只能在自己的展位上展开活动，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占据展

区的过道或其他地方。 

 参展商应对自身的安全和展位内的产品负责，主办方或场馆方将不

负任何责任。 

 参展商在进入和离开时必须保证展位内的整洁。 

4、参展商手册 

会议将于2021年8月向各参展商的主要负责人分发参展商手册。该手册

将包括各类订单（用电、家电、家具租赁，视听设备租赁等等）并确认参展

项目和展位位置。有需要向大会供应商租赁相关设备的公司请尽量于会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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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月之内完成预定，以便给大会的布展工作节省时间。参展商也可以自

行准备参展所需的设备器材，设备使用安全性和可靠性由参展商自行负责，

但组委会保留对参展商自行准备设备器材的监督和审批进场的权利。 

5、损毁 

参展单位须承担修复场所或更换任何损坏或损毁物所产生的费用，无

论损坏或损毁由参展单位自身、其代理者、合同单位造成还是由这些代理者

或合同单位聘用或代表其从事活动的任何一个人或一些人所造成。 

6、转租展位 

未经批准，参展单位不得将其展位转租给其它单位。若非同单位，一

个展位不得与人分享。 

7、消防规定 

所有参展单位必须遵循下列消防规定。对于不执行规定的参展单位，

消防单位将有权拆除其展位，并处一定数额的罚款。展位内搭建用品必须为

不易燃易爆材料。展位与展厅内墙之间的距离不得少于0.6米。展位内一律

不得使用汽油或酒精类易燃物品；展位内一律不得使用高压和电子高热物

品，例如高压、水银灯和电熨斗等等。展厅内一律不得吸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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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化学会分子筛专业委员会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2021 年 3 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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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展位设置与选取说明及展场分布示意图 

一、展位设置说明 

1、参展商场地设在中铁青岛世博城ꞏ国际会议中心展览大厅（A区）和

二楼会议前厅（B区）和一楼会议前厅（C区），二楼会议前厅东侧为

本届会议墙报展示区（Poster展区），具体见展位分布示意图。 

2、为保障展馆内外的秩序，暂时拟定在展览大厅或会场外的序厅等

合适位置统一采取连体喷绘的方式为参展单位布放宣传展板，届时将

不再允许展厅外自行摆放宣传展板等。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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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或参展商自行准备。具

体方案将在参展商手册中予以通告。 

3、标准展位标配：3×3m，三面围板（单开口）或两面围板（双开

口）、展桌 1 张、椅子 2 把、眉题 1 个、纸篓 1 个、220V 电源插

座（200W）1 个。 

二、展位类型 

类型 
价格 

(万元/个) 
备注 

A类 6 
 6m*3m特展展位，仅2席 
 展览大厅稀缺展位，优先大会赞助单位； 
 赠送参会名额4人/展位； 

B类 2.5 

 3*3m标准展位 
 二楼分会场前厅中心位置展位； 
 可与邻近双开口展位合并特展展位； 
 单开口赠送参会名额2人/展位； 
 双开口赠送参会名额1人/展位； 
 B1为2*3m标准展位，赠送参会名额2人 

C类 2 

 3*3m标准展位 
 一楼分会场前厅侧边展位； 
 可与邻近双开口展位合并特展展位； 
 单开口赠送参会名额2人/展位； 
 双开口赠送参会名额1人/展位； 

注：1，B/C展区可选相邻多个展位做特展展位，但必须至少含一个双开口展位； 

    2，特装展位需自行搭建或委托大会供应商搭建，费用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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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展位效果及尺寸图（3*3m双开口） 

三、展位分布示意 

 
图1. 中铁青岛世博城ꞏ国际会议中心外观及区域分布示意图 

 

 
图2. 中铁青岛世博城ꞏ国际会议中心外观及一楼/二楼入口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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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中铁青岛世博城ꞏ国际会议中心 一楼分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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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中铁青岛世博城ꞏ国际会议中心 二楼分布示意图 

 
注：中铁青岛世博城ꞏ国际会议中心：各参展单位的物品，由“二楼入口平台”处进入展览大厅及会议前厅布展（可进出小型物件，中大型

物件需从专用通道进入），统一布展安装时间为：2021年9月27日下午14:00后。如有特殊布展需求，请与提前与招商负责人或秘书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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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二楼会议前厅  B展区展位及A2特展展位分布图 

注，B1为2*3m展位；B1/B6/B7/B11/B12/B17/B18/B22为双开口标展；其余为单
开口标展 

 
 

 

图6. 一楼会议前厅 C展区展位及A1特展展位分布图 

注，C1/C2/C3/C5/C11为双开口标展；其余为单开口标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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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中铁青岛世博城ꞏ国际会议中心 二楼展览大厅（报到大厅）照片 

 

 

图8. 中铁青岛世博城ꞏ国际会议中心 二楼展览大厅东侧及A2特展展区照片 
 

 

图9. 中铁青岛世博城ꞏ国际会议中心 一楼展览大厅东侧及A1特展展区照片 

A1 特展展位
一楼分会场 

← C展位 

报到大厅 

↙开/闭幕式会场 

↗ 

二楼分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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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展览大厅琅琊台古建筑舞台照片（招聘专场和开放式论坛） 
 

 
图11. 二楼会议前厅  B展区照片 

 

 

图12. 一楼会议前厅  C展区照片  

一楼分会场 

101会议室 C5-C11展位 
C1-C3展位 

↖一楼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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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赞助单项详细内容说明 

A、高等院校宣讲/博士后招聘： 

人才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大会将于会议期间选取合适时

间在展览大厅的琅琊台古建筑舞台组织高等院校招生宣讲/博士后招聘专场： 

A-1. 高等院校人才引进/招生政策宣讲（免费，仅限高校人事/研招部门代

表）  

a. 提供开放式会场，可在会场设置专属观众区（约50人） 

b. 会务组安排会场，提供茶歇、冷餐  

c. 会务组提供投影、音响、话筒等会议设备  

d. 论坛日程加入会议程序册  

e. 会务组安排两位志愿者用于会场服务 

A-2. 课题组博士招生/博士后招聘专场 （3千元/专位）  

a. 提供开放式会场 

b. 交流时间≮2小时，可展览易拉宝（限一幅，自行准备） 

c. 提供专享茶座一套（茶几+四把椅子），提供茶歇、冷餐 

d. 论坛日程加入会议程序册  

e. 会务组安排两位志愿者用于会场服务 

B、开放式论坛 

中国化学会第21 届全国分子筛大会期间将在展览大厅的琅琊台古建

筑舞台组织专题论坛/座谈（开放式论坛）：  

B-1. 专场类（5 万元/半天）  

a. 开放式会场，可在会场设置专属观众区（约50人） 

b. 会务组安排会场，专属舞台装修（自费），提供茶歇、冷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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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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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论坛日程加入会议程序册  

f. 专场主题以技术性宣讲为主，专场议程/内容需经组委会审批同意 

B-2. 分段类 （1万元/30 分钟时段）  

a. 开放式会场，可在会场设置专属观众区（约50人）  

b. 会务组安排报告场地，提供茶歇、冷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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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会日程加入会议程序册 

f. 报告内容以技术性宣讲为主，报告内容需经组委会审批同意 

C、网络直播会场专属推介（0.5万元/20分钟）  

中国化学会第21 届全国分子筛大会期间将设立网络直播分会场，期

间将集中抽取一段时间用于组织“中外学术期刊及厂商推介”：  

a. 报告时长 20 分钟  

b. 论坛日程加入会议程序册  

c. 报告内容以技术性报告为主，报告内容需经组委会审批同意 

D、大会特邀报告冠名（10 万元）  

a. 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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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赠送参会名额4个 

E、会议优秀墙报奖冠名（独家，2 万元）  

a. 优秀墙报奖数量为总墙报数 5%，预计 20 名  

b. 赞助单位提供奖金标准：800 元/人  

c. 赞助单位提供 logo，组委会统一设计并印发证书 

d. 赠送参会名额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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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会议开幕式及晚宴前视频播放（2万元）  

a. 会议开幕式前 30 分钟开始播放宣传视频  

b. 会议贵宾、获奖人及会士晚宴前 30 分钟开始播放宣传视频  

c. 所有视频累计五分钟时长，先到先得 

c. 自行提供时长为 1 分钟的宣传视频  

d. 依照顺序轮流播放  

G、会议用包/资料袋印刷单位标识（5 万元）  

a. 组委会指定会议用包/资料袋印刷标识  

b. 会议用包/资料袋向所有参会代表发放，预计参会人员＞1500人。 

c. 赠送参会名额2个 

H、胸卡挂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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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参会人员＞1500人 

I、会议论文集 U 盘印刷单位标识（5 万元）  

a. 会议论文集 U 盘印刷单位标识  

b. 会议论文集 U 盘向所有参会代表发放，预计参会人员＞1500人 

c. 会议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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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赠送参会名额2个 

J、会议用记录本（1万元）  

a. 会议用记录本封面及内页印刷单位标识  

b. 会议用记录本向所有参会代表发放  

K、会议用笔（1 万元）  

a. 会议用笔印刷单位标识  

b. 会议用记录本向所有参会代表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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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会议程序册彩色广告页（1 万元起）  

L-1. 封底（2万元，赠送参会名额1个）  

L-2. 封二（2 万元，赠送参会名额1个）  

L-3. 封三（1.5万元，赠送参会名额1个）  

L-4. 中间彩色广告页插页（1万元/面）  

M、会议资料袋内单独宣传彩页（1万元/张） 

a. 会议资料袋向所有参会代表发放  

b. 彩页赞助商自行提供  

N、会议论文集 U 盘存放广告页（0.5 万元）  

a. 会议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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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其他赞助形式  

本次会议提供的赞助方案若无法满足贵单位的需求，如有其他赞助需

求或意向，请与招商负责人或秘书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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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铂金赞助”、“金牌赞助”服务内容说明 

参加中国化学会第21届全国分子筛大会的企事业单位，将根据

其会议投入费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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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20万元及以上（限2名） 

 授予钻石级赞助商荣誉证书，享受钻石赞助商待遇； 

 A类特装展位1个（6m*3m）； 

 赠送参会名额8个（含全程会议、展会）； 

 赠送会议贵宾、获奖人及会士晚宴邀请函2张； 

 开闭幕式主会场LOGO及视频宣传展示（视频由赞助商自行提供，时
长不超过三分钟）； 

 会议资料袋外包装展示； 

 会议手册封2广告页（即封面的背面）； 

 会议资料袋内单独宣传彩页1张（彩页赞助商自行提供）； 

 会议网站赞助商鸣谢LOGO展示及公司简介（分级别展示）； 

 会议手册赞助商鸣谢LOGO展示（分级别展示）； 

 

金牌赞助：金额15万元及以上 

 授予铂金级赞助商荣誉证书，享受铂金赞助商待遇； 

 B类特装展位9 m2*2个； 

 赠送参会名额6个（含全程会议、展会）； 

 赠送会议贵宾、获奖人及会士晚宴邀请函2张； 

 主会场LOGO展示及视频宣传展示（视频由赞助商自行提供，时长不
超过两分钟）； 

 会议资料袋外包装展示； 

 会议手册封3广告页（即封底的背面）或封底，先到先得； 

 会议资料袋内单独宣传彩页（彩页赞助商自行提供）； 

 会议网站赞助商鸣谢LOGO展示（分级别展示）； 

 会议手册赞助商鸣谢LOGO展示（分级别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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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赞助意向登记表  

赞助意向 1 

□展位: 

首选展位号：               ；备选展位号：                 

特殊要求 2：                                                

A、高校招生/招聘：□A-1. 高校招生招聘；□A-2. 课题组博士后 

B、开放式论坛：□B-1. 专场类；□B-2. 分段类，时段数：      

□C、网络直播会场技术/产品推广 

□D、大会特邀报告冠名 □E、会议优秀墙报奖冠名 

□F、会议视频播放 □G、会议资料袋印刷单位标识  

□H、胸卡挂绳 □I、会议 U 盘印刷单位标识  

□J、会议用记录本 □K、会议用笔 

L、会议程序册彩色广告页：
□K-1. 封底  □K-2. 封二 

□K-3. 封三 □K-4. 中页 

□M、资料袋单独宣传彩页 □ N、论文集 U 盘存放广告页 

O、其他： 

备注： 

单位名称   

纳税人识别号   

注册地址   

联系人   

手机   

微信   

邮箱   

注：1，赞助项目将采取“先到先得”原则，根据赞助协议进行确定； 

    2，展位号按首选/备选确定，如无合适，邮件联系另选；如欲选多个展位，请

在特殊要求中标明，其他特殊要求亦可在此填写； 

3，赞助意向登记表请发至会议组委会邮箱：21czc@upc.edu.cn（标题注明赞助

意向表），招商联系人：刘振 185616028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