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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九届国际生理学学术大会 (IUPS 2022)招商函

第三十九届国际生理学学术大会将于 2022年 5月 7-11日在北京

国家会议中心召开。国际生理学学术大会是目前国际生理学研究领

域极具影响力的盛会 ,该会由国际生理科学联合会 (International

Union of Physiological Sciences, IUPS)主持，每四年举行一次世界范

围的生理学学术大会, 2022年由中国生理学会主办。会议将为世界

各地的生理学家提供学术交流的机会，分享现代生理学科各个领域

的最新发现，预计参会人数约 3000 人。诚挚邀请生理学及相关学

科企业参加本次会议，这将是展示企业形象、宣传企业产品，技术

交流及寻求合作开发新产品的很好机会。相信通过企业与来自全球

各地生理学界的科技工作者及教学、科研等仪器的使用者广泛的交

流，一定会共同促进世界及中国生理学科的发展及转化应用，提升

理论创新视野，拓展转化应用的潜力。为便于企业参会，我们设置

了不同的赞助方案，具体如下所述，方案也将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适

当调整，以最终协议内容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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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会议整体赞助
（1）钻石赞助商: 30 万元及以上

1．提供 9 m×3 m 展位一个 (基础设施: 桌子 1张，座椅 2把，

标准电源插线板 1只)；

2．线上展位 1个；

3．卫星会 1场（内容需提交至主办方审核）；

4．3位布展人员可免费注册，含会议安排午餐及晚宴；

5．大会日程册彩色插页广告一页；

6．大会日程册赞助商页面 LOGO体现；

7．大会官方网站指定区域体现企业 LOGO (需企业提供 LOGO

设计件)；

8．分会场内允许放置公司相关宣传板 4张（80 cm×200 cm 易

拉宝，赞助商自己制作，分会场由主办方安排）；

9．赞助企业的资料（A4 大小宣传资料）可以同主办单位的会

议资料一并发放；

10．欢迎招待会背板冠名并显示 LOGO，并在招待会开始前播放 3

分钟宣传片（宣传片内容需提交主办方审核）；

11．根据企业其他需求，协商定制个性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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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金牌赞助商：20-29 万元

1. 提供 6 m×3 m 展位一个 （基础设施：桌子 1张，座椅 2把，

标准电源插线板 1只）；

2. 线上展位 1个；

3. 2 位布展人员可免费注册，含会议安排午餐及晚宴；

4. 大会日程册赞助商页面 LOGO体现；

5. 大会官方网站指定区域体现企业 LOGO（需企业提供 LOGO

设计件）；

6. 分会场内允许放置公司相关宣传板 3张（80 cm×200 cm 易拉

宝，赞助商自己制作，分会场由主办方安排）；

7. 赞助企业的资料（A4 大小宣传资料）可以同主办单位的会议

资料一并发放；

8. 欢迎招待会背板冠名并显示 LOGO；

9. 根据企业其他需求，协商定制个性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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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银牌赞助商：10-19 万元

1. 提供 3 m×3 m 展位一个（基础设施：桌子 1张，座椅 2把，

标准电源插线板 1只）；

2. 线上展位 1个；

3. 1位布展人员可免费注册，含会议安排午餐及晚宴；

4. 大会日程册赞助商页面 LOGO体现；

5. 大会官方网站指定区域体现企业 LOGO（需企业提供 LOGO

设计件）；

6. 分会场内允许放置公司相关宣传板 1张（80 cm×200 cm 易拉

宝，赞助商自己制作，分会场由主办方安排）。

7. 欢迎招待会背板冠名并显示 LOGO；

8. 根据企业其他需求，协商定制个性化方案。

（4）铜牌赞助商：5-9 万元

1. 提供 3 m×3 m 展位一个（基础设施：桌子 1张，座椅 2把，

标准电源插线板 1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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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线上展位 1个；

3. 1 位布展人员可免费注册，含会议安排午餐及晚宴；

4. 大会日程册赞助商页面 LOGO体现；

5. 大会官方网站指定区域体现企业 LOGO（需企业提供 LOGO

设计件）。

（5）普通赞助商：1-4.9 万元 （面议）

二、会议单项赞助
1. 卫星会 1场 面议；

2. 标准展位 3 m×3 m 1个 30, 000元；

3. 线上展位 1个 10, 000 元；

4. 大会学术会议日程册广告收费标准：

1) 封二（彩色 20, 000元/页）

2) 封三（彩色 18, 000元/页）

3) 封底（彩色 18, 000元/页）

4) 插页（彩色 15, 000元/页）

5. 晚宴赞助 300, 000元起（限 1名）；

 晚宴冠名并显示 LOGO；

 晚宴邀请函、晚宴指引牌标注赞助商名称以及 LOGO；



 晚宴赞助商可在晚宴开始时做简短发言；

 晚宴开始前播放 3分钟宣传片；

 可提供 5个免缴费名额，用以邀请赞助商的重要客户；

 大会官方网站指定区域体现企业 LOGO（需企业提供

LOGO设计件）；

 大会背板及晚宴背板晚宴赞助商 LOGO体现；

 大会日程册赞助商页面 LOGO体现；

 根据企业其他需求，协商定制个性化方案。

三、有关要求

会议期间一切活动应与主办方商定，列入会议日程，统一安排。

会议期间各参展单位不得私自举行活动以及组织代表进行与学术

无关的活动，不得干扰会议的正常进行。



四、汇款方式

赞助/参展费等付款方式：

（请务必注明：IUPS2022+汇款人姓名/单位）

开户名称：中国生理学会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东四支行

开户账号：0200004109014480653

欲参加会议公司及企业人员，请于 2022年 3月 1日前将参展

回执发送给中国生理学会。

联系人: 李 璐；周语章

办公室电话：010-65278802；010-85158602 (注册缴费咨询)

电子邮件：lilu@caps-china.org.cn；

zhouyuzhang@caps-china.org.cn

感谢您对第 39届国际生理学学术大会的支持！

中国生理学会

2020 年 11 月



第三十九届国际生理学学术大会

参展申请书

IUPS 2022 Application Form

第一部分 Part I 公司资料 Company Information

公司名称 (中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ompany Name（English）: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 Address: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邮编 Post Code:_________国家/地区 Country/Territory: _________

联系人 Contact Person: _____________ Mr./Ms.

电子邮件 E-mai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展品介绍 Exhibit Description（最多五十字 50 words maximum）: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二部分 Part III 展位申请 Booth Application

赞助类型

Sponsorship Type

净地/展位

Raw Space/Booth

租用展位数量/平方米

No. Of Booth(s)/M2

价格

Price

备注

Remark



如展位申请获得通过将签定展位合同书，参展商需在展位签约后一周内

交付展位租金的 50%作为定金，其余款项在 2022年 2月 15 日前全部付

清，主办承办单位为维护展览整体利益保留调整展位的权力。

An exhibition contract will be signed if the application is approved, exhibitor

should pay 50% of total rental as deposit within one week, and the balance must

be effected before Feb 16, 2022. The organizer reserves the right to change the

booth configuration if necessary.

第三部分 Part IV 所需资料 Enclosed Documents

报名申请参展时需一并提交本参展申请书、公司简介、拟参展展品简介

和加盖公章的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展品有关荣誉证书证明复印件等，必

要时需出示原件正本。

This application must be enclosed with company profile, exhibit introduction,

business license copy with chop and relevant awarding certificate. Original

documents should be available on requested.

第四部分 Part V 重要通知 Important Notice

本单位兹申请参加第三十九届国际生理学学术大会，保证展出展品与技

术的合法性，保证其不存在任何知识产权纠纷问题，保证所有提交资料的

真实、准确、合法。并同意遵守主办机构的各项参展条款。本单位明白，



上述资料将会存在承办机构的资料库中，供作文化产业拓展之用，同时也

可转交其它相关机构。

We hereby apply for joining the 39th 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Union of

Physiological Sciences，assure the validity of exhibits and technology without

any intellectual property dissension, we promise all provided information is true,

precise, and legal. We agree to obey all the rules made by the organizer. In

addition, we understand that the information will be saved in the organizer’s

database, be used for cultural industry promotion, and may be transferred to

other relevant organizations.

姓名 Name：_______________ 职位 Position：_______________

日期 Date：________________

公司盖章及负责人签名 ：

Company stamp and authorized signatu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