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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top、广告、展商宣传及会议支持机会

Tabletop

每个Tabletop包括：
• 2个全会注册名额
• 1个接待桌
• 2把折叠椅

尺寸：3m（宽） x 1.5m（深） 费用：RMB 18,000
数量：16个

会刊广告
广告投放: DIA中国第三届药物研究创新大会会刊

版面尺寸 广告尺寸 价格

整页 4 色 18.5cm x 28cm RMB 8,000

半页 4色 18.5cm x 13cm RMB 4,000

封二 18.5cm x 28cm RMB 10,000

封三 18.5cm x 28cm RMB 10,000

通栏 37cm x 28cm RMB 16,000

特装展位

购买特装展位的展商请直接与DIA工作人员联系 

会前宣传广告

公司宣传邮件（内容需DIA审核通过，并由DIA排版，公司提供
原素材）在会前作为单独邮件发布，一家单位最多发布3轮，发
布时间为周六和周日。 

会前宣传邮件费用 ：
一轮：RMB 10,000
两轮：RMB16,000
三轮：RMB 20,000

公司宣传Banner (内容需DIA审核通过) 出现在会前发布的邮件
和DIA微信订阅号上 , 一共发布5轮会前宣传

每轮会前宣传活动费用 RMB 3,000

钻石级支持方 RMB 86,000 (独家)

• 2个Tabletop
• 1个柱面广告
• 4个全会注册名额
• 会刊手册中单页广告
• 会议资料袋logo显示
• 会场指示牌logo显示
• 5个VIP招待会邀请名额
• 现场会议信息索引板上进行鸣谢
• 公司logo出现在大会开幕式“感谢幻灯片”中
• 公司logo出现在会刊手册中作为钻石级支持方予以鸣谢
• 公司logo出现在会前发布的会议信息、邮件、                

DIA会议网站和DIA微信订阅号上

铂金级支持方案 1: 欢迎酒会 RMB 60,000 (独家)

• 9月26日17:00-19:00欢迎酒会展示机会，展商可自行安排  
活动内容（需事先征得DIA审核同意）

• 1个柱面广告
• 2个全会注册名额
• 会刊手册中单页广告
• 2个VIP招待会邀请名额
• 现场会议信息索引板上进行鸣谢
• 公司logo出现在大会开幕式“感谢幻灯片”中
• 公司logo出现在会刊手册中作为铂金级支持方予以鸣谢
• 公司logo出现在会前发布的会议信息、邮件、                 

DIA会议网站和微信订阅号上

铂金级支持方案2：会议午餐 RMB 60,000  (2家)
• 9月27日或9月28日12:00-13:00午餐厅全场展示机会，展商
可自行安排活动内容（需事先征得DIA审核同意）

• 1个柱面广告
• 2个全会注册名额
• 会刊手册中单页广告
• 2个VIP招待会邀请名额
• 现场会议信息索引板上进行鸣谢
• 公司logo出现在大会开幕式“感谢幻灯片”中
• 公司logo出现在会刊手册中作为铂金级支持方予以鸣谢
• 公司logo出现在会前发布的会议信息、邮件、DIA会议网站 
和微信订阅号上

展商宣传及会议支持机会

》级别支持方案《

已 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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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牌级支持方案: VIP/讲者招待酒会 RMB 42,000  (独家)

• 9月27日17:00-19:00 VIP、讲者招待酒会 (仅限邀请)专桌
展示机会

• 2个全会注册名额
• 会刊手册中半页广告
• 5个VIP招待会邀请名额 – 支持方可邀请自己的目标受众   
到场

• 在招待会上发言的机会（10 分钟）
• 现场会议信息索引板上进行鸣谢
• 公司logo出现在大会开幕式“感谢幻灯片”中
• 公司logo出现在会刊手册中作为金牌级支持方予以鸣谢
• 公司logo出现在会前发布的会议信息、邮件、DIA会议网站 
和微信订阅号上网站上

• 可在举办招待会区域放置广告牌

茶歇 RMB 5,000  (2名额)

• 可将带有公司logo的桌卡放置在茶歇台上
• 会刊手册中予以宣传和认可
• 现场会议信息索引板上进行鸣谢
• 公司logo出现在大会开幕式“感谢幻灯片”中
• 公司logo出现在会前发布的会议信息、邮件和DIA会议和 
微信订阅号上

展厅包柱广告 RMB 5,000   (4名额)

• 展厅包柱广告上放置公司信息
• 包含制作和劳务费

瓶装水赞助 RMB 3,000  (独家)

• 公司为会议提供定制的饮用瓶装水
• 公司负责将瓶装水运送到DIA指定地点

会议信息板logo展示 RMB 5,000

3家公司共同支持
展示地点：会议楼层 – 3楼
在现场会议信息索引版上展示公司名称和logo

会议资料袋 RMB 15,000

2家公司共同支持
公司logo 显示在会议资料袋上

展商学术交流研讨会 RMB 20,000

6 名额 (时间、地点待定)
• 作为本次会议日程的一部分，在会前发布的会议信息、    
邮件、DIA会议网站和微信订阅号上予以宣传

• 每个参与公司提供90分钟展示时间
• 会场门口有专门指示牌
• 大会开幕式“感谢幻灯片”并鸣谢 
• 公司logo出现在会前发布的会议信息、邮件和DIA会议和 
微信订阅号上予以宣传

上网和充电区 RMB 10,000  (2名额)

独家 RMB 15,000
• 1个全会注册名额 (仅限独家支持者)
• 1个VIP招待会邀请名额
• 上网处出现公司名称和logo
• 公司名称和logo出现在电脑登录屏幕中
• 会刊手册中予以宣传和认可
• 现场会议信息索引板上进行鸣谢
• 公司logo出现在大会开幕式“感谢幻灯片”中
• 公司logo出现在会前发布的会议信息、邮件和DIA会议和 
微信订阅号上

会议资料袋放宣传单页 RMB 10,000

3名
• 公司宣传单页放入会议袋（内容须经DIA同意）
• 公司负责将单页运送到DIA指定地点

会议资料袋放礼品 RMB 8,000

2名
• 公司礼品放入会议袋（内容需经DIA同意，赞助费用不包括
礼品制作费用）

• 公司负责将礼品运送到DIA指定地点
• 现场会议信息索引版上进行鸣谢
• 公司logo出现在大会开幕式“感谢幻灯片”中
• 公司logo出现在会前发布的会议信息、邮件和DIA会议和微
信订阅号上

展示区放易拉宝 RMB 10,000

5名
• 公司易拉宝一个放置在会议展览区（内容徐静DIA同意）
• 易拉宝由公司自行制作提供，并运送至DIA指定地点
• 1个全会注册名额

展商宣传及会议支持机会

》级别支持方案《

联系人: 储旻华
邮箱: Minhua.Chu@diaglobal.org  |  电话: +86 21 6042 9857 

中国北京市海淀区海淀大街3号A座16层1618室  邮编: 100080  |  电话: +86 10 5704 2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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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 +86 10 5704 2651  |  www.DIAglobal.org  |  Email: China@DIAgloba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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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联系信息

参展公司名称 (用于名录和标牌)

联系人（所有信息以下列为准）

地址1

地址2

城市，州/省，邮编，国家

电话 传真

邮箱（必填）

Tabletop

每个Tabletop包括：
• 2个全会注册名额
• 1个接待桌
• 2把折叠椅

尺寸：3m（宽） x 1.5m（深）                   费用：RMB 18,000

*额外增加展位工作人员须以参会者名义进行注册。
*与展览相关的其他费用，如特装，运费，电话，地毯，额外电
费等，由参展商自行支付。

预定 展位号：

数量 单价 总额

X = RMB

合同签署
兹授权DIA预订Tabletop以供上述公司或组织在2017年DIA中国
第三届药物研究创新大会期间使用。签字人同意接受背面合同
的所有条款及规则。DIA根据判断，有唯一、绝对审核权拒绝任
何不利于DIA中国第三届药物研究创新大会及展览以及与DIA产
生直接竞争的申请。当DIA收到签字合同并收到相应的付款后，
该合同视为生效。如果展商未能向DIA支付全部展位费、广告费
以及其它DIA提供的服务费用，该合同视为无效。

授权人签字 日期

联系人: Minhua CHU
Phone: +86. 21. 6042 9859  |  Email: minhua.chu@diaglobal.org

DIA中国办公室
中国北京市海淀区海淀大街3号A座16层1618室   
邮编: 100080  |  电话: +86 10 5704 2659  |  www.DIAglobal.org
中国上海市徐汇区零陵599号6楼601室   
邮编: 200030 |  电话:  +86 21 6042 9857  |  Email: China@DIAglobal.org

结算信息

请核实此地址是否与公司联系信息一致

结算公司名称（用于开发票）

联系人

公司注册地址

税务登记号

开户银行名称及账号

电话

邮箱（ 接收发票信息）

付款信息
付款方式只接受银行汇款。Tabletop销售按照先到先得的原则
进行。所有展位申请均需标注日期并加盖公章。

展商在Tabletop合同及申请表签字盖章之日起两周内需支付
Tabletop费用的50%作为定金，否则预订的Tabletop将不予
保留，且将重新销售。剩余款项自定金缴付之日起一个月内支
付，否则DIA有权重新分配 。

任何于2017年8月15日之后签订Tabletop合同及申请表的公
司，需在签订之日起一周内支付全部款项，否则Tabletop将不
予保留，重新销售。

DIA有权禁止未付清余款的公司参展。

 需要以美元开具的发票
 银行汇款
 账户： 迪亚恩（北京）医药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账号： 333757195112
 银行名称： 中国银行北京朝阳分行
 银行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霞光里18号佳程广场A座1层
 银行代码： BKCH CN BJ 110

因付款而产生的所有费用及银行手续费均由付款人承担。
公司名称以及会议编号17951必须在银行转账凭单上写明，以确保付款
至DIA( 迪亚恩（北京）医药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账户。
请在付款前将此表扫描后发email至： minhua.chu@diaglobal.org

取消Tabletop规定
必须以书面形式申请，并发送邮件至：minhua.chu@diaglobal.org
2017年8月1日之前取消，将退款50%。
2017年8月1日之后提出取消的申请，不予退款。
Tabletop费用不可转让。

公司盖章
为确保Tabletop合同及申请表有效，请在下面公司盖章处加盖公司公章。
未盖公章，则视此Tabletop合同及申请表无效。

请将填写完整的申请表扫描发email至 minhua.chu@diaglobal.org

参展公司盖章

Tabletop合同及申请表

已 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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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top规章制度

请将填写完整的申请表扫描发email至 minhua.chu@diaglobal.org

DIA将于2017年9月26至28日在苏州展览。本合同包含参展公司（参展商）与药物信息协会之间达成的全部协议，
并将与展商手册一并在展前提供给参展公司。

1. 合格的展品：DIA 有权决定任何参展的产品或公司是否符合条件。
对于与DIA有直接竞争关系的公司，或其展品或服务不在DIA审核范围
内、不能与DIA所服务的行业和展览相匹配、互补时，DIA有权拒绝租
赁Tabletop给该公司，或终止展位合同。在合同终止时，DIA将返还所
有款项，包括定金。

2. Tabletop分配：Tabletop分配将以签字盖章的Tabletop合同及申请
表接收日期，以及Tabletop选择、Tabletop位置和展商与其他公司展
位的临近性要求等为准。此外，DIA根据判断，认为如有必要改变原
Tabletop位置的分配，在通知展商授权代表后，可直接更改。Tabletop
分配仅对支付相应款项的展商有保证。如果在规定时间内未收到展商应
支付的相应款项，DIA 有权重新分配展商预订的Tabletop。

3. Tabletop租赁费用：DIA Tabletop租赁费用在前述Tabletop合同及
申请表中已有概述。

4. 付款：付款时间在前述Tabletop位合同及申请表中已有概述。展览之
前展商应支付全部参展的相关费用，否则将不允许参展。

5. Tabletop取消：展商有权在任何时间以书面形式通知DIA取消
Tabletop的预订。退款将根据之前Tabletop合同及申请表中规定，按
照订单总金额、已支付总金额以及收到取消Tabletop通知的日期进行处
理。部分费用不予退还，将从总退款金额中扣除以支付管理成本。参会
者/参展商需自己负责取消酒店及航班的预订。在任何情况下，DIA 有权
再次出售已经取消预订的展位。退款以收到Tabletop取消通知的日期为
准。Tabletop一经取消，参展商免费使用的参会证也随之失效。

6. Tabletop使用：Tabletop不允许转租或共享。DIA 有权禁止未与DIA 
签订Tabletop合同的公司参展。所有展商的活动仅限于在自己租赁的
Tabletop内进行，不得占用通道或干扰其他展商。在整个展览期间，每
个Tabletop需配备相应的工作人员进行管理。DIA有权驱逐因噪音、不
当的个人行为以及操作方法或损害展览总体声誉而给他人造成不快的展
商。展商一旦被驱逐，DIA将不退还任何展商已支付的款项。

7. 未能使用Tabletop：在开展前30分钟任何未被展商使用的Tabletop.
DIA 将收回并使用且无退款，除非事先经DIA同意可延迟使用
Tabletop。

8. 展览要求：DIA 提供主通道和横向通道地毯的铺设以及展览结束后展
品移除展厅的安全保障。任何Tabletop不允许阻挡相邻Tabletop的视
线。所有的标识必须在一面，以免影响相邻展示的整体效果。不允许在
规定的Tabletop空间以外放置物品以免影响正常通行。对于有特殊要
求的展商，需提前向DIA提交书面申请并征得DIA同意。DIA有权直接对
任何不遵守要求的Tabletop进行更改并由展商支付相应费用。在未获得
DIA书面允许的情况下，除合同规定的Tabletop外，任何组织和公司不
允许使用苏州福朋喜来登酒店中由DIA用于展览的场地。展商品牌、公
司标志、商标等仅限于展览上使用。

9. 消防规定：每位展商有责任了解并遵守苏州的消防和安全规范。相关
内容将体现在展商服务手册中。所有电子标识和设备均须符合有关规范
和要求，并遵守国家和苏州市的相关法规。参展商必须遵守相应的规范
并对此负全责。

10. 赔偿：参展期间，因展商的任何仪器、设备、装置的条件、缺陷或
操作不当而对DIA的官员、董事、员工以及会员等造成的任何伤害，由
参展商承担责任并进行赔偿。因展商或其代理人、员工的行为和疏忽而
对DIA的工作人员、会员等造成伤害的，也由参展商承担并进行赔偿。
赔偿包括但不限于人身伤害、死亡、财产损失、版权、商标或专利侵
权、不正当竞争、产品责任。合同签署后，所有因此类损失、损害或伤
害而产生的索赔，均与DIA及其员工无关。因参展商自行安装、拆除、
维修、占用、使用或部分使用展览场所而引起的或导致的人员伤害、财
产损失、政府费用、税收或罚款、律师费、会议设施，员工或其代理
商自身疏忽的除外，参展商承担全部责任，并同意保护DIA的官员、董
事、员工和会员、会议设施及自己的员工、代理商免于索赔。另外，参
展商接受DIA和会议设施的保险不包含由参展商原因造成损失的部分。

11. 参展商保险：参展商应依据合同条款自行购买综合性责任保
险，以免于在DIA租赁场所内因人身伤害或死亡而招致的索赔，
以及财产损失。此类保险包括合同责任险和产品责任险，两个
险种的责任限额总和不低于100万元。此类保险应该将DIA作为
附加受保人，参展商应根据要求，向DIA提供证明以示说明。员
工补偿、其他任何保险以及所需许可须完全符合国家和苏州市
法规，包括所有参展的员工。参展商的所有财产在运进或者运
出展馆时，由参展商自行保管和监护。

12. 参展人员与Tabletop工作人员：已注册且年龄至少在
上的参18会岁者以和参展商才被允许参加展览。在展览期间，
需要提供年龄证明。DIA将尽力吸引高层次的参会者参展，但并
不保证参会者的具体数量与级别。展商自行负责自己展位周围
的人流量。

13. 安全：参展商需对自己的展品和资料安全负责任。直接与
DIA签订合同的安保人员，主要负责人流控制和参会凭证的查
验。展商自行负责保管具有敏感和贵重物品的安全。DIA不负责
参展商的财产安全。参展商对于自己财产的保护、安全和保险
负全责。

14. 展览失败：由于不可抗力，如：火灾、飓风、地震、水灾、
罢工、内乱、天灾、政治原因、社会抵制，及其它超出DIA或
苏州福朋喜来登酒店所能控制的情况下而发生，导致展览不宜
或无法按时举办时，DIA 只保留部分Tabletop租赁费用以支付
至取消时产生的合理费用，剩余的Tabletop租赁费将退还给展
商。如果展览取消，DIA不承担参展商已支付的机票，酒店或
其它费用。对于由此而产生的直接或间接损失，DIA 概不承担
责任。

15. 规则的修正: DIA 有权在任何时间对以上条款进行修改、修
订并补充。展商应遵守所有加以修改的、修订的或补充的规定
和要求。在此未特别提及的所有事项均由DIA决定。

 我已阅读并同意上述规章制度包括取消政策

授权人签字 日期

已 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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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刊和线上宣传广告

广告投放: DIA中国第二届药物研究创新会议会刊

版面尺寸 广告尺寸 价格

整页 4 色 18.5cm x 28cm RMB 8,000

半页 4色 18.5cm x 13cm RMB 4,000

封二 18.5cm x 28cm RMB 10,000

封三 18.5cm x 28cm RMB 10,000

通栏 37cm x 28cm RMB 16,000

会前宣传广告
公司宣传邮件（内容需DIA审核通过，并由DIA排版，公司提供
原素材）在会前作为单独邮件发布。发布时间为周六和周日。
             轮  价格：RMB

公司宣传Banner (内容需DIA审核通过) 出现在会前发布的邮件
上 , 一共发布5轮会前宣传

尺寸: 565X270 Pixels         每轮会前宣传活动费用 RMB 3,000 

              轮 X RMB 3,000 = 总价：RMB 

条件：广告发布日期截止后，广告商或其代理商有关取消或修
改广告内容的要求概不接受。
药物信息协会有权拒绝任何不适合读者的印刷或网络广告。DIA
对广告内容和位置有最终核准权。如果您的广告不符合DIA的标
准和要求，须提供新的材料。

授权签字

日期

联系人: Minhua CHU
Phone: +86. 21. 6042 9859  |  Email: minhua.chu@diaglobal.org

广告申请表

广告商

      信息及发票寄送地址

公司名称

联系人

地址1

地址2

城市，州/省，邮编，国家

电话 传真

邮箱（必填）

结算信息

      信息和发票发送至这个地址

结算公司名称（用于开发票）

联系人

公司注册地址

税务登记号

开户名称及账号

电话

邮箱（接收发票信息）

材料要求

会刊宣传广告: 在在2017年8月1日之前，请将高分辨率的PDF格
式广告设计发送至minhua.chu@diaglobal.org。所有PDF 文
件配置必须是CMYK模式，高分辨率（300dpi）印刷质量，且
包含所有字体及图像。DIA对已提供的RGB模式或低分辨率的广
告设计不负责做任何返工。

公司宣传邮件: 请在预定发送日期前5个工作日, 将一张图片（尺
寸为600*240或565*270），文本（300字之内，含标题）邮件
标题及相关链接发送至minhua.chu@diaglobal.org。邮件将
由DIA负责设计，并通过DIA电子邮件系统发布至DIA中国邮件
数据库的所有收件人。

付款方式

P.O. #

 银行汇款：
 账户： 迪亚恩（北京）医药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账号： 333757195112
 银行： 中国银行北京朝阳分行
 银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霞光里18号
  佳程广场A座1层邮编100027
 银行代码：BKCH CN BJ 110

公司名称以及会议编号17951必须填写在银行转账凭单上，以
确保付款成功。汇款无论是通过国内还是国际性银行，由此而
产生的所有费用均由付款方承担。

请将填写完整的申请表扫描发email至 
minhua.chu@diaglobal.org

DIA中国办公室
中国北京市海淀区海淀大街3号A座16层1618室   
邮编: 100080  |  电话: +86 10 5704 2659  |  www.DIAglobal.org
中国上海市徐汇区零陵599号6楼601室   
邮编: 200030 |  电话:  +86 21 6042 9857  |  Email: China@DIAgloba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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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石级支持方 RMB 86,000

铂金级支持方1:欢迎酒会 RMB 60,000  

铂金级支持方2: 会议午餐 RMB 60,000  

金牌级支持方案: VIP/讲者招待酒会 RMB 42,000 

展商学术交流研讨会 RMB 20,000

茶歇 RMB 5,000

上网和充电区 RMB 10,000

 独家 RMB 15,000

展厅包柱广告 RMB 5,000

会议信息板logo展示 RMB 5,000

瓶装水赞助 RMB 3,000

会议资料袋 RMB 15,000

会议资料袋放宣传单页 RMB 10,000

会议资料袋放礼品 RMB 8,000

展示区放易拉宝 RMB10,000

展商宣传及会议支持机会

会议支持方联系信息

      信息和发票发送至这个地址

公司名称

联系人

地址1

地址2

城市，州/省，邮编，国家

电话 传真

邮箱（必填）

结算信息

      信息和发票发送至这个地址

结算公司名称（用于开发票）

联系人

公司注册地址

税务登记号

开户名称及账号

电话

邮箱（接收发票信息）

付款总金额: RMB

付款方式

 银行转帐
 账户： 迪亚恩（北京）医药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账号： 333757195112
 银行： 中国银行北京朝阳分行
 银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霞光里18号
  佳程广场A座1层邮编100027
 银行代码：BKCH CN BJ 110

付款产生的所有费用及银行手续费由付款人承担。

公司名称以及会议编号17951必须填写在银行转账凭单上，
以确保付款至DIA（迪亚恩（北京）医药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账
户上。
请在付款前将此表扫描发邮件至：minhua.chu@diaglobal.org
因付款而产生的银行费用由付款人承担。

取消规定
2017年8月1或之前取消可获退款50%，2017年8月1之后取消，
将不予退款。

联系人: 储旻华 / Minhua CHU
邮箱: Minhua.Chu@diaglobal.org  |  电话: +86 21 6042 9859

请将填写完整的申请表扫描发email至 
minhua.chu@diaglobal.org

已售

已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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