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国际铁路与城市轨道交通大会 

赞助手册 

2020年9月2日-3日 

上海国际会议中心 

CIRC 2020  



Part 1 
    演讲赞助商---第3页 
 
Part 2 
    展位赞助商---第4页 
 
Part 3 
    广告位/包柱广告赞助---第5-6页 
 
Part 4 
    各楼层展位、广告位、包柱广告平
面分布图---第7-27页 
 
Part 5 
    胸卡/资料袋/椅背广告---第28页 
 
Part 6 
   《会议手册》广告---第29页 
 
Part 8 
    茶歇赞助/晚宴赞助---第30-31页 
 
Part 9 
    会议纪念品赞助---第32页 
 

目录 

-2- 



演讲赞助商： 

A. CIRC大会 - 开幕论坛： 25万元/家 

B. CIRC大会 - 主题论坛： 15万元/家 

C. CIRC大会 - 技术研讨会：5万元/家 

 

赞助权益： 

a. 作为大会协办单位，赞助单位LOGO

在会议现场展现； 

b. 在相应会议现场提供演讲机会，时

间20-25分钟； 

c. 除演讲嘉宾外，提供2名参会代表名

额； 

d. 赞助单位的宣传资料装入会议资料

袋。 

 

Part 1  演讲赞助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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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2  展位赞助商  

展位赞助商 ： 

      3万元/个 

a. 展位规格：长3m*宽2米*高2.4米。 

b. 展位材质：钢木结构，画面为软膜画

面。 

c. 制作及搭建：赞助商提供画面电子版，

由主办方负责印刷及现场搭建，并拜

访问询桌及椅子。 

d. 每家赞助商提供所赞助会议的参会代

表名额三名，含展位工作人员名额。 

e. 各楼层可选展位详见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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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3  广告位/包柱赞助  

广告位赞助商  

      2万元/个 

a. 制作及搭建：赞助商提供画面电子版，

由主办方负责印刷及现场搭建。 

b. 每家赞助商提供所赞助会议的参会代

表名额两名。 

c. 详细广告位分布图详见12-19页。 

 

各楼层广告位尺寸： 
 

三楼  3B01: 3m(w)*3m(h)                  3B02-3B03: 5m(w)*3m(h) 

          3B04-3B07:3m(w)*2.5m(h) 

五楼  5B01： 3m(w)*3m(h)               5B02-5B03: 5m(w)*3m(h) 

          5B04-5B07: 3m(w)*2.5m(h) 

七楼  7B01: 6.5m(w)*3m(h)             7B02: 3m(w)*3m(h)        7B03: 5m(w)*3.5m(h) 

          7B04: 3m(w)*3.5m(h)            7B05: 2.5m(w)*3.5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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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3  广告位/包柱赞助  

包柱广告位赞助商 

     1万元/柱 

a. 制作及搭建：赞助商提供画面电子

版，由主办方负责印刷及现场搭建； 

b. 每家赞助商提供所赞助会议的参会

代表名额两名； 

c. 包柱广告位尺寸： 单面尺寸

1.2m(w)*3m(h)  4面/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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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4  各楼层展位、广告位、包柱广告平面
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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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4-1  赞助商展位及广告位分布图-七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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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4-1  赞助商展位-七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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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4-1 赞助商展位及广告位-七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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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4-1  赞助商广告位-七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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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4-2  赞助商展位及广告位分布图-五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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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4-2  赞助商展位-五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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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4-2  赞助商展位-五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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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4-2  赞助商广告位-五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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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4-2  赞助商广告位/包柱广告-五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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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4-3赞助商展位及广告位分布图-三楼 
 

-17- 



Part 4-3  赞助商展位-三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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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4-3  赞助商展位-三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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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4-3  赞助商广告位-三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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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4-3  赞助商广告位/包柱广告-三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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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4-4  展馆一楼正门形象广告位（独家） 

展馆正门形象广告位（独家） 

       3万元/独家 

a. 此广告牌位于展馆正门入口处，位

置醒目，所有展览会观众及大会嘉

宾、听众大部分都需经此处进入国

际会议中心的展馆或会议室，这是

展示企业形象的第一选择。 

b. 尺寸规格：高5米×宽8米 

c. 广告内容：赞助商负责设计，并提

供电子版；主办方负责制作及搭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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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4-4  展馆一楼正门入口处LED屏幕视频广告 

展馆正门入口处LED屏幕视频广告 

       8000元/ 家 

a. 此LED屏幕位于展馆正门入口处右

侧，高清LED屏幕，全天关东循环

播放赞助单位宣传视频，优先提供

上一项（展厅正门形象广告位）的

赞助商。 

b. 时间：3分钟左右 

c. 视频格式：16:9 

d. 广告内容：视频电子版由赞助商提

供视频电子版，主办方安排定时播

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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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4-4  展馆一楼门厅外广告位 

一楼门厅外广告位（非独家） 

       2万元/个 

a. 位于一楼大厅入口处，位置显著 

b. 尺寸规格：高3米×宽6.5米 

c. 广告内容：赞助商负责设计，并提

供电子版；主办方负责制作及搭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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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4-4   展馆一楼大厅门口包柱广告 

一楼大厅门口包柱广告 

       1.8万元/根 

a. 位于一楼大厅入口处，位置显著位

于门口 

b. 尺寸：高3米x宽1.5米*4面 

c. 广告内容：赞助商负责设计，并提

供电子版；主办方负责制作及悬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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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4-4  国际会议中心广场企业官方旗帜展示 

企业官方旗帜展示 

       1500元/面 

a. 所悬挂的旗杆共有10根，位于国际

会议中心前面广场左侧，靠近国际

会议中心主入口，是展示企业形象，

提升国际影响力的合适渠道。 

b. 每面旗帜尺寸：高1.6米×宽2.4米 

c. 旗帜印刷内容：赞助商负责设计，

并提供电子版；主办方负责制作及

悬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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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4-4 国际会议中心广场刀旗广告 

国际会议中心广场刀旗广告 

      1500元/面 

a. 位于国际会议中心入口机动车道左

侧，位置醒目 

b. 尺寸：高4.6米 

c. 广告内容：赞助商负责设计，并提

供电子版；主办方负责制作及悬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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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胸卡广告： 

         单场会议广告：   2万元 

         大会全部论坛：   5万元（独家） 

b.  资料袋单侧广告：   5万元（独家） 

         CIRC大会全部论坛所用资料袋单 

         侧广告，添加企业logo。 

c.  椅背广告： 

         单场会议广告： 5万元 

         大会全部论坛： 10万元（独家） 

      

Part 5  胸卡/资料袋/椅背广告 



a. CIRC大会手册-内页广告：                                                 

8000元/页 

b. CIRC大会手册-封二、封三、封底

广告： 

      1万元/家 

 

其他赞助权益：  
提供单场会议的参会代表名额1名。 

 

Part 6 《会议手册》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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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IRC大会开幕论坛茶歇赞助：       

      5万元/场 

B. CIRC大会主题论坛茶歇赞助：     

      3.5万元/场 

 

其他赞助权益： 

a. 作为大会协办单位，赞助单位

LOGO在会议现场展现； 

b. 在会议现场靠近茶歇区提供广告位

一个，并可在茶歇区摆放宣传资料； 

c. 提供2名参会代表名额； 

d. 赞助单位的宣传资料装入会议资料

袋； 

e. 可在茶歇期间在会场主屏幕上播放

赞助商宣传视频。 

Part 7-1 会议茶歇赞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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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IRC大会开幕论坛晚宴赞助：   

     20万元/场（独家） 

B.  CIRC大会主题论坛晚宴赞助：   

     10万元/场（独家） 

 

其他赞助权益： 

a. 选择以“晚宴赞助商—XX之夜”的

身份加入会议的赞助商，作为大会

协办单位，赞助单位LOGO在会议

现场展现； 

b. 在会议现场提供展位一个； 

c. 提供2名参会代表名额； 

d. 赞助单位的宣传资料装入会议资料

袋； 

e. 可在晚宴开始前在播放赞助商宣传

视频。 

Part 7-2  会议晚宴赞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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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IRC大会开幕论坛纪念品赞助：    

       8万元/场（独家） 

B.   CIRC大会主题论坛纪念品赞助：    

       5万元/场（独家） 

 

其他赞助权益： 

a. 作为大会协办单位，赞助单位

LOGO在会议现场展现； 

b. 在会议现场提供广告位一个； 

c. 提供2名参会代表名额； 

d. 赞助单位的宣传资料装入会议资

料袋； 

e. 在纪念品上可以打印赞助商logo。 

 

 

Part 8  会议纪念品赞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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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委会联系方式 

地   址：上海市娄山关路55号新虹桥大厦11楼 

联系人：胡晓萍   邬炳   李艳宗   陈曾洁   程晴 

电   话：021-62951060/62951059/62951009/62952013/62952073  

上海国展展览中心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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