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nnovation·evolution·value-creation

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创造价值

2022年8月16-18日 中国·青岛



联系人：李先生 手机：18560299766           邮箱：Lee@sci99.com

2022年8月16-18日 中国·青岛

大会组织架构

主办单位

山东卓创资讯股份有限公司

指导单位

山东省高端化工产业发展促进会

承办单位

会友

鸣谢单位

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恒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盛虹集团 恒逸集团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华谊集团公司

卫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我国作为全球制造业大国，正处在工业化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许多行

业和领域的发展都离不开新能源、新材料、新技术的支撑和引领。各地

政府正在认真落实制造强国战略，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对于新能

源、新材料的项目报以极大的热情和投入，各制造企业每年在新技术研

发上的投入也持续提升。

化工新材料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性、先导性产业，其中C3/C4行业是

石化行业新材料、新技术争夺的高地，具有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与

国民经济各部门配套性强的特点，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支撑我

国由石化大国向强国跨越的重点关键领域，也是化工行业转型升级的重

要方向。同时，在双碳目标的背景下，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给化工行业提

出了新的挑战，也孕育了更多新的机遇。通过转型升级也是改善化工产

品结构性过剩、增收创利的最佳选择之一。

当今世界，绿色发展已经成为一个重要趋势，许多国家把发展绿色产业

作为推动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举措，突出绿色的理念和内涵；对于我国

而言，绿色既是重要发展目标，也是重要动力，更是未来各行业的重要

手段。本次C3/C4行业绿色发展周，聚焦两大行业的创新方向，邀约行业

顶尖专家和智库分析发展的现状，指引绿色发展的趋势。还为各地方政

府和科研院所设立招商平台和技术成果展示，促进产学研的更好融合。

此外还设立展位，展示行业的绿色发展和创新成果。

期待我们在C3C4行业绿色发展周2022现场相见！

C3C4行业绿色发展周组委会

2022年7月19日版

Meeting background
议背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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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 采购高层与企业决策层参与，打通全球供采体系

60+ 行业领袖与采购专家演讲，分享经验，解决痛点

9+ 分会场与展会并行，商务对接提高参会质量

50+ 参展商，定向邀请优秀厂家参展，竞相绽放异彩

100+ 专业媒体深度报道

会议亮点

会议主题

创新驱动 转型发展 创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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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A行业分论
坛

MMA上下游生产工厂、MMA拟在建工厂、进出口贸易商、设备厂商

顺酐-BDO行业
分论坛

顺酐、BDO、丁二酸、PBS生产企业、贸易商、PBAT生产企业及新投产
企业

可降解论坛
PBAT生产企业、贸易企业、下游（包装企业、物流企业、地膜生产企
业、塑料技术企业、环保科技企业）

环氧丙烷、异
氰酸酯分论坛

环氧丙烷、聚醚、PG/DMC、醇醚、MDI、TDI等生产企业；贸易商；软
体家具、内衣/鞋材、海绵厂、冰箱、冷柜、喷涂、胶粘剂；物流等
第三方

聚烯烃
PP、PE的生产、贸易、下游（薄膜、注塑、管材、拉丝、BOPP）企业
群体

丁二烯及下游
应用分论坛

丁二烯、顺丁橡胶、丁苯橡胶、ABS、己二腈、丁苯胶乳及丁腈胶乳
生产工厂及未来新投产企业、贸易商、期货公司

丁辛醇及丙烯
酸酯

正丁醇、辛醇、丙烯酸、丙烯酸丁酯的上游工厂、贸易商、增塑剂、
胶带、涂料生产企业

氢能综合利用
分论坛

国内制氢技术企业、国内储运技术企业、国内加注技术企业、国内燃
料电池企业、国内电堆技术企业、国内氢能乘用车企业、国内氢燃料
电池发动机企业

轻烃综合利用

供应链专家、油气业主单位采购高层、项目经理、采购经理、国内外
工程总包商、电商平台项目经理、行业领先装备制造商、工程服务商
及物资供应类供应商、第三方检验、航运、物流、融资机构、保险机
构等。

技术与投资分
论坛

规划院、设计院等技术提供方；官方协会、高校专家；环保技术、环
保设备供应商；产业园区、地方招商局相关部门；C3C4生产企业等

参会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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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ity
题活动主

C3C4主题论坛

宏观经济

产业政策

行业态势

全球展望

新兴市场

商业模式

创新驱动

商业动态

Macroec
onomics Industria

l policy

Industry 
situation Global 

outlook

Emerging 
Markets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drive Business 

dynamics

企业展览

活动现场预留专区， 将安排与会企业进行展示、贸易洽谈、技术交流等商务活动开展。

企业展示 贸易洽谈 技术交流

平行论坛

聚烯烃 丁辛醇-丙烯酸酯环氧丙烷、异氰酸酯 丁二烯 MMA

Polyolefin Epoxypropane、Isocyanate Acrylate

THEME FORUM

CORPORATE EXHIBITION

PARALLEL FORUM

Butadiene

可降解塑料 轻烃氢能 顺酐-BDO

环保技术与投资

Hydrogen economy Light hydrocarbons Maleic Anhydride

MMA

Degradable plastic 

开放论坛 OPEN FO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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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日程
Agenda会

08.16 13:00-20:00
星期二大会签到—下午

 环保与投资分论坛（上午）
 氢能综合利用分论坛（上午）
 轻烃综合利用分论坛（上午）
 顺酐BDO分论坛（上午）
 绿色发展主论坛（下午）

08.18 09:00-18:00

星期三

全天会议

 聚烯烃行业发展论坛
 环氧丙烷、异氰酸酯及其下游应用分论坛
 丁辛醇-丙烯酸酯其下游应用分论坛
 丁二烯及下游应用分论坛
 MMA行业发展分论坛
 可降解塑料分论坛

全天会议 08.17 09:00-18:00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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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9:30  石化行业节能环保综合解决方案

9:30-10:00  重点行业VOCs治理回收、监测、检测及化工废气资源化技术

（汽化炉、尾气洗涤塔、精馏塔、热电站锅炉烟气等产生的废气处理技术）

10:00-10:30  重点行业废水处理技术最新进展与应用——含膜技术、高级氧化、组合工艺等多种

（净化装置、分离塔、氨洗涤塔、硫回收、精馏塔等产生的废水处理）

10:30-11:00  化工固危废处理及资源化利用（化工企业污泥减量化处理技术及设备选型）

（气化炉炉渣、过滤炉渣、危废处置等产生的固危废处置）

议日程
Agenda会

08.17 Wednesday  9:00-12:00
星期三（上午）

环保与投资分论坛

C3C4行业三废处理及资源综合利用技术研讨会暨2022化工园区招商引资推介会

11:00-11:30 企业扩产能背景下“十四五”招商引资项目推介

11:30-12:00 重点化工园区产业配套需求及营商环境分析

12:00-13:30  自助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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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0-09:35    【宏观政策】碳中和背景下全球及中国氢能发展趋势展望

专家：赵渤文 丨卓创资讯 研究院能源研究员

①“双碳”目标下中国能源面临巨大转型

② 氢能发展中长期规划要点

③ 氢能发展的路径与规划

09:40-10:25    【产业动态】传统化工的“绿色”升级之路

专家：国鸿氢能待定

① 氢能在化工行业的几种发展模式介绍（管道掺混、尾气提纯电解制氢）

② 氢能发展在化工行业发展的现状与难点

③ 目前储运环节的现状及发展方向

10:30-11:15    【商业应用】 C3C4氢气利用机会分析与展望

专家：赵军-国家能源局软科学专家库成员、中国石化联合会编委会委员

① 氢气在工业应用概览

② PDH副产氢气制环氧丙烷市场分析

③ 正丁烷顺酐加氢制PBAT市场分析

④“绿氨”成为氢能产业新风口（国外绿氨发展经验分享、国内绿氨发展可

行性分析、氢气运输的新模式-绿氨）

11:20-12:00    【商业市场】国内外加氢站发展现状及燃料电池前景分析

专家：尹强-中国清洁能源行业协会

① 国内外加氢市场与加氢站发展比较

② 加氢站大规模商业化运营的前提条件

③ 氢燃料汽车的全球发展情况与国内市场的对比分析

氢能综合利用分论坛

08.17
平 / 行 / 论 / 坛

18:00-20:00  答谢晚宴

Wednesday  9:00-12:00
星期三（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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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9:45     新一轮扩产浪潮对顺酐市场格局的重塑

①对顺酐供需格局影响

②对顺酐区域分布格局影响

③对顺酐流通格局影响

9:45-10:30    未来顺酐一体化发展可行性分析

①未来相关政策走向展望

②顺酐法BDO工艺发展分析

③顺酐法丁二酸发展分析

10:30-11:00     生物法丁二酸发展情况分析

①丁二酸行业概况

②生物法丁二酸工艺现状及优势

③未来市场前景展望

11:00-11:30    BDO多种生产工艺对比

①BDO工艺介绍

②BDO不同工艺路线成本对比

③未来BDO工艺占比分析

11:30-12:00      BDO产业链发展趋势及市场行情分析

①BDO供需关系变化分析

②BDO供需发展趋势分析

③未来BDO行情展望

顺酐-BDO行业发展分论坛

Wednesday  9:00-12:0008.17星期三（上午） 平 / 行 / 论 / 坛

12:00-13:30  自助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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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9:45     当前LPG整体发展态势分析

① LPG市场演变回顾

② LPG燃料及深加工发展分析

③ LPG供需结构分析

④ LPG未来发展趋势预判

9:45-10:30     国际LPG市场发展概况

① 国际市场轻烃原料供需分析

② 地缘政治下国际油气机遇与挑战

③未来供需格局预测

10:30-11:00     轻烃原料发展和利用情况介绍

①轻烃裂解装置发展介绍

② LPG裂解优劣势分析

③轻烃裂解装置未来发展预期

11:00-11:30    供需结构调整加速 国内丙丁烷市场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① 国内丙丁烷市场介绍

②丙丁烷供需结构分析

③ 丙丁烷深加工未来发展分析

11:30-12:00    LPG期货对行业发展的影响

① 宏观周期推动下的LPG价格分析

② 期货场内市场套期保值

③ 期权场外市场如何保价

④ 期权和期货对比套保案例分析

轻烃综合利用分论坛

Wednesday  9:00-12:0008.17星期三（上午）
平 / 行 / 论 / 坛

12:00-13:30  自助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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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论坛Wednesday  14:00-17:00

13:45-14:00     大会开幕致辞

14:00-14:30 【宏观经济】复杂经济环境下的大宗商品市场分析

上半年全球经济形势分析

① 宏观环境（临能源危机、粮食危机、滞胀风险、疫情等多重挑战）

② 汇率波动（美联储加息、人民币大幅波动）

③ 地产形势

④ 投资与进出口

⑤ 商品运行态势监测等。

下半年经济走势展望

① 经济发展态势 ② 宏观调控基调 ③ 实体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和机遇等

14:30-15:00   【绿色发展】“双碳”背景下中国石化行业“十四五”发展特点与展望

① 石化行业十四五发展的总体特点

② 上半年石化行业运行数据分析（规模、产值、利润、态势）

③ 对于C3C4行业发展的几点建议

15:00-15:30  【投资趋势】C3/C4产业链创新发展与投资机会分析

① 国内外创新技术一览

② C3/C4相关领域的投资趋势与项目一览

③ 结合案例，分析不同投资的底层商业逻辑

15:30-16:00   【产业动态】绿色发展背景下的C3行业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① C3行业现状（产业规模、赢利状况、潜在进入者统计）

② C3行业的发展模式及规律探析（规模化、一体化、差异化）

③ 绿色发展背景下的C3行业发展建议（氢能综合利用、高品质化工产品、新材料的开拓）

08.17星期三（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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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论坛Wednesday 14:00-17:00

16:00-16:30    【产业动态】中国C4行业发展洞察

① 中国C4行业发展的历程

② 当前C4行业的机遇与挑战

③ 未来C4行业发展方向

16:30-17:00     【转型升级】政策引领及产业转型升级，助力化工新材料行业加速发展

① 双碳政策对石化行业发展的引领左右（主动拥抱低碳绿色发展）

② 高通胀弱需求的现状下，加快转型升级（新能源、新技术对转型升级的作用）

③ C3C4行业是化工新材料转化的重要领域（加大研发投入、产业链延伸、差异化竞争）

08.17星期三（下午）

18:00-20:00  欢迎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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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30-8:40     大会开幕致辞

08:40-9:25 【宏观】复杂经济形式下，基建与快递行业发展机遇分析

① 上半年宏观经济整体表现

② 基建与快递行业发展情况介绍

③ 下半年宏观经济形式展望

09:30-10:15   【丙烯】产能快速释放下，丙烯行业新趋势解析

① 丙烯产能扩张情况呈现

② 丙烯行业新趋势解析

③ 丙烯行业未来发展方向展望

10:15-10:30    中场休息

10:30-11:15   【丙烯酸及酯】高盈利之下，新产能陆续投建新格局策马而来

① 丙烯酸及酯盈利情况分析

② 丙烯酸及酯产能扩张情况呈现

③ 丙烯酸及酯未来发展格局展望

11:15-12:00   【乳液】双碳战略目标下，丙烯酸乳液行业的发展与机遇

① 丙烯酸乳液的低碳优势分析

② 中国市场丙烯酸乳液的应用前景展望

③ 巴德富的绿色发展经验分享

12:00-13:30  自助午餐

丁辛醇-丙烯酸酯其下游应用分论坛

Thursday 09:00-17:0008.18星期四（全天） 平 / 行 / 论 / 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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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14:30    【乳液】建筑防水涂料的现状与发展趋势

① 建筑涂料行业新政策解读

② 防水涂料市场现状

③ 防水涂料应用前景展望。

14:30-15:00    【丁辛醇】高景气度延续，新一轮扩张周期即将来临

① 丁辛醇价格与盈利维持高位

② 丁辛醇行业基本面数据解读

③ 未来丁辛醇行业将迎来新一轮扩能。

15:00-15:15      中场休息

15:15-15:45    【增塑剂】结构继续优化受阻 竞争格局难消

① 增塑剂行业现状

② 增塑剂行业结构优化，而供过于求矛盾仍存

③ 增塑剂行业未来发展前景解析

15:45-16:30    【胶带】可降解胶带的发展前景分析

① 快递行业新政策解读

② 可降解胶带的应用前景

③ 胶带行业对丙烯酸丁酯的影响。

16:30-17:00    【分组讨论】丙烯-正丁醇-丙烯酸丁酯-下游/ 丙烯-辛醇-增塑剂-下游

18:00-20:00  答谢晚宴

丁辛醇-丙烯酸酯其下游应用分论坛

Thursday 09:00-17:0008.18星期四（全天） 平 / 行 / 论 / 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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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0-09:40    高油价下新工艺产能集中投放，环丙未来趋势分析

① 高油价下，成本全面攀升 ② 产能扩增集中，供需矛盾逐步显现

09:40-10:20    聚醚：回归低位 多重博弈下聚醚市场如何演绎

① 产能过剩突出 行业竞争加剧

② 需求萎缩 话语权逐渐提升

③ 聚醚与原料环丙关联性减弱

10:20-10:40    TDI：供需双向萎缩 下半年TDI有望爬出低谷重新登高

① 市场环境恶化 供需脱离预期双双萎缩

② 上半年出口同比萎缩 但仍优于内贸

③ 政策面引导管理预期 下半年TDI仍有望走强

10:40-11:20    聚合MDI:上半年萧条 下半年行业景气度能否回升

① 非市场因素影响 上半年供需双降

② 上半年需求被抑制 下半年需求有望超量释放

③ 年底新产能投放 供应面仍可控

14:00-14:40    出口：出口保持佳绩 中国发泡料继续全球化供应

① 疫情三年 中国聚醚与TDI全球流向更为广泛

② 渠道搭建仍有待升级 贸易比例高

③ 出口配套服务或逐步改善

14:40-15:20    2022年冰箱行业发展思考

① 内忧外患，冰箱行业是否韧性发展

② 成本高压，冰箱行业如何结构重塑

③ 消费促进，冰箱行业可否存量升级

15:20-16:00    汽车：汽车产业发展趋势分析

① 汽车行业现状分析 ② 汽车行业发展趋势

16:00-16:40    家具：直播风口再度重分市场 谁丢掉了蛋糕一角

① 市场集中度进一步提升，行业竞争激烈

② 家具行业流量发生迁移，线上渠道重要性提升

18:00-20:00  答谢晚宴

环氧丙烷、异氰酸酯及其下游应用分论坛

Thursday  09:00-17:0008.18星期四（全天）
平 / 行 / 论 / 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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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0-09:40     原油价格波动及影响因素分析

① 原油价格波动和影响因素分析 ② 未来趋势展望和对下游产品的影响

09:40-10:20     中国聚烯烃市场分析与展望

①聚烯烃行业供需格局 ②上半年市场运行特点分析 ③下半年市场趋势展望

10:20-10:40     探究聚烯烃出口的机遇与挑战

①聚烯烃行业出口现状分析 ②出口面临的机会和挑战 ③未来聚烯烃出口展望和影响分析

10:40-11:20     卓创资讯聚烯烃行业数据研究分享

① 聚烯烃品目研究对象与重点 ②聚烯烃数据研究与模型搭建

14:00-14:40     打造差异化竞争力生产，茂金属聚烯烃产品崭露头角

① 茂金属生产技术介绍

② 茂金属产品的核心竞争力

③ 茂金属产品的应用现状与未来发展前景

14:40-15:20     产业升级，聚丙烯塑编行业的进阶之路

① 国内聚丙烯塑编行业的进阶历程

② 影响国内聚丙烯塑编发展的关键因素

③ 聚丙烯塑编发展对塑料下游行业发展的启示

15:20-16:00     聚烯烃精细领域新亮点，医疗卫材行业发展分析

① 医疗卫材行业的发展现状

② 医疗卫材行业发展对聚烯烃需求的影响

③ 未来医疗卫材行业发展展望以及对聚烯烃原料的影响

16:00-16:40     政策助力，改性塑料行业发展及新机遇分析

① 国内改性塑料发展现状

② 改性塑料应用现状及政策支持

③ 未来改性塑料重点应用方向及对原料需求

聚烯烃行业高峰论坛

Thursday 09:00-17:0008.18星期四（全天） 平 / 行 / 论 / 坛

18:00-20:00  答谢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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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

08:30-09:00    开幕式

09:00-09:30    全球贸易格局变化下亚洲丁二烯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①全球主要地区丁二烯产量及市场份额分析

②亚洲丁二烯市场供需格局变化情况分析

③亚洲丁二烯潜在市场机会、挑战及风险分析

09:30-10:00    裂解原料多样化适应性研究分析及对中国丁二烯行业影响

①双碳背景下，乙烯裂解装置及工艺创新要求

②新建乙烯项目要如何重视丁二烯的下游加工和销售需求

③国内外裂解及工艺的差异化

10:00-10:30    中场休息

10:30-11:00    产业链规模持续拓展，中国丁二烯行业未来供需格局演变

①中国丁二烯供需现状解读

②中国丁二烯上下游增量情况分析

③中国丁二烯未来供需格局变化情况

11:00-11:30    丁二烯法己二腈行业未来供需市场分析

①己二腈行业及趋势分析

②己二腈及下游高端新材料市场发展趋势

11:30-12:00    QA

12:00-13:30  自助午餐

丁二烯及下游应用分论坛

Thursday 09:00-18:0008.18星期四（全天） 平 / 行 / 论 / 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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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

14:00-14:30    ABS行业新格局下对丁二烯消费判断

① ABS行业市场现状及供需格局分析

② ABS下游及终端应用前景展望

③ ABS行业对丁二烯消费趋势分析和未来消费预测

14:30-15:00    中国丁苯橡胶/顺丁橡胶市场发展空间探索

①中国丁苯橡胶/顺丁橡胶市场发展现状

②中国丁苯橡胶/顺丁橡胶细分领域前景分析

③下游行业发展对丁苯橡胶/顺丁橡胶行业需求的思考

15:00-15:30    中场休息

15:30-16:00    全球丁腈胶乳产业格局变化下中国市场发展的思考

①全球丁腈胶乳产业格局变化分析

②快速发展下的中国丁腈胶乳行业现状

③中国丁腈胶乳行业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16:00-16:30    丁二烯下游应用新领域探索

①丁二烯传统下游应用领域发展现状

②丁二烯下游行业投资经济型分析

③丁二烯下游新应用领域发展趋势展望

16:30-17:00    QA

18:00-20:00  答谢晚宴

丁二烯及下游应用分论坛

Thursday 09:00-17:0008.18星期四（全天） 平 / 行 / 论 / 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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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0-09:10     开场致辞

09:10-09:40    【宏观】全球及中国经济的后疫情时代

① 全球性通货膨胀

② 中美经贸关系

09:40-10:20    【原料】MMA利润回撤 成本关注度提升

① 上游端强势 下半年成本如何传导

② 丙酮及下游行业扩能 供需格局转变在即

10:20-11:00    【MMA】MMA行业发展迎来新时代 机遇与挑战存

① MMA产能强劲扩张 出口能否持续放量？

② 国内新工艺介入，多种工艺寻找新的平衡点

14:00-14:40    【工艺】乙烯法、乙炔法MMA新技术开发进展

① 探寻MMA新工艺发展之路

② 乙烯法、乙炔法制备MMA技术开发进展

14:40-15:10    【下游】亚克力板应用及市场前景分析

① 亚克力板行业发展趋势

② PMMA在建材中的应用

15:10-16:00    【下游】ACR行业发展现状 未来运行趋势

① PVC产业规模持续扩大 ACR受益得到发展

② ACR生产工艺技术及发展趋势

16:00-16:40    【下游】丙烯酸乳液的研究及应用

① 政策推动下，水性防腐涂料的市场以及未来的发展如何

② 树脂乳液辐射的应用领域以及技术创新瓶颈

MMA行业高峰论坛

Thursday  09:00-18:0008.18 星期四（全天）
平 / 行 / 论 / 坛

18:00-20:00  答谢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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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0-09:40     双碳背景下，可降解行业的发展方向

① 双碳政策解读

② 双碳对可降解行业的影响

③ 未来可降解行业发展趋势

09:40-10:20     新背景下BDO及己二酸行业发展进程分析

① BDO供需现状及未来变化趋势展望

② 己二酸供需现状及后市展望

③ BDO及己二酸变化对PBAT的影响

10:20-10:40     圆桌会议：行业大咖高端探讨可降解行业发展

10:40-11:20     新形势下PBAT行业的机遇与挑战

① 禁塑政策解读

② PBAT行业供需现状及价格走势

③ 未来基本面发展趋势展望

14:00-14:40     PLA市场现状及后市展望

① PLA生产工艺分析

② PLA供需现状分析

③ PLA行业未来发展趋势

14:40-15:20     浅析绿色包装在可降解材料市场的发展机会

① 绿色包装发展现状分析

② 可降解包装领域的应用；

15:20-16:00     生物降解地膜行业的发展研究报告

①可降解地膜行业应用现状

② 未来可降解地膜推广情况及展望

16:00-16:40     可降解材料改性应用中的技术痛点解析

① 可降解改性材料工艺常见问题及改善建议

② 可降解改性材料应用情况及发展展望

可降解塑料行业高峰论坛

Thursday  09:00-18:0008.18星期四（全天）
平 / 行 / 论 / 坛

18:00-20:00  答谢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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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C3C4行业
绿色发展周 回执表

企业名称

（暨开发票名称）

人员信息 参会代表 参会代表 参会代表 参会代表 参会代表

姓 名

职务/职称

联系电话

手 机

论坛报名 ★主论坛★平行论坛（聚烯烃；环氧丙烷、异氰酸酯；丁辛醇-丙烯酸酯；丁二烯；MMA；
可降解塑料；氢能；轻烃；顺酐-BDO）★开放论坛

收费标准
标准参会价: 3800元/1人/1会，含餐饮及资料，住宿自理

汇款方式

户 名：山东卓创资讯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

账 号：1525 6101 0400 46432

行 号：1034 5302 5618

付款说明
根据我司财务制度，请您在回传回执表后5个工作日内办理付款，并将汇款底单传真至
0533-6294000，以便款到后获取发票。

权利与义务

1、请参会代表将参与论坛编号进行对应，主会场凭平行论坛参会证入场。
2、参会单位对填写及宣传内容必须真实、合法、不违反国家政策；主办方有权对不当内容
进行修改。
3、宣传展示内容如发生差错，责任由错误引发方负责。

房间预订 需要会务组预订□ 不需要会务组预订□

需房间预订 房间数 入住日期 离店日期 其他需求备注

标准间

大床间

温馨提示

以下酒店均为会议协议价，因房间有限，需组委会代预定的嘉宾请提前告知组委会。

1 ） XX 酒 店 ， 含 双 早 。 □ 豪 华 间 元 / 晚
2） XX酒店，含双早。□标间/ 元/晚□商务间/ 元/晚□豪华套房/ 元/晚

备注 请参会代表将参会回执认真填写后通过邮件等相关工具传回大会组委会存档备案，接收！

组委会负责人



联系人：李先生 手机：18560299766           邮箱：Lee@sci99.com

2022年8月16-18日 中国·青岛



联系人：李先生 手机：18560299766           邮箱：Lee@sci99.com

2022年8月16-18日 中国·青岛



联系人：李先生 手机：18560299766           邮箱：Lee@sci99.com

2022年8月16-18日 中国·青岛

PREVIOUS 
CONFERENCE

历届掠影



联系人：李先生 手机：18560299766           邮箱：Lee@sci99.com

2022年8月16-18日 中国·青岛

部分合作单位，排名不分先后……



“红瓦绿树，碧海蓝天”——青岛，“世界啤酒之城”、“世界帆船之都”，目前已经形成

面向全球的贸易、投资、生产、会展、服务网络，是中国目前最具投资价值的城市。

青岛是国务院批复确定的国家沿海重要中心城市、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规划核心区域龙头城

市、国际性港口城市，中国海滨城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也是山东省经济中心；国家重要的现

代海洋产业发展先行区、东北亚国际航运枢纽、海上体育运动基地，一带一路新亚欧大陆桥经济

走廊主要节点城市和海上合作战略支点。

国家级新区（青岛西海岸新区）：青岛西海岸新区（青岛西海岸-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前湾

港保护区、董家口循环经济示范区、国际经济合作区；支柱产业-航运物流、船舶海工、家电电子

、汽车制造、石油化工、机械装备），是国务院批复设立的第九个国家级新区，肩负着打造海洋

强国战略新支点的国家使命，综合实力紧排上海浦东新区和天津滨海新区之后，在中国19个国家

级新区中位列第三，其产业发展规划、招商政策、投资环境将进一步吸引全球投资者目光。

2022年8月16-18日 中国·青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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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级赞助商-钻石赞助商

名誉回报 企业负责人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欢迎致辞

企业负责人可作为论坛主持/嘉宾参与话题交流

企业负责人会议期间享受主论坛嘉宾席就座权益

企业负责人列席欢迎宴会主桌就座权益

企业负责人宴会上作为颁奖嘉宾

企业负责人可参与大会期间组织的CEO闭门高端会议

推广回报 会议手册/会刊封底、封二两个整版刊登赞助商的采版广告

大会网站与赞助商网站与链接

大会主论坛期间对赞助商宣传视频进行播放推广

全程公众号等媒介同时对会议与赞助商企业进行推广、宣传

企业负责人作为主要访谈对象身份，获得一次媒体专访，并相应在媒介

上做宣传发布

活动回报 会议前与到会政府、重点企业领导在VIP会客室茶叙

签到日组委会根据情况定向邀约与会企业与赞助企业进行宴会活动

企业展示易拉宝4个

企业展示特装展位1个

宣传资料投放置大会资料袋

企业代表享受10人免费参会

企业代表参加大会所有论坛（分论坛）不受限制

企业产品或服务成为大会指定用产品或服务提供商

大会主论坛背景主办单位下方第一排以最大赞助商标识、名称出现

大会期间桌签上注明赞助商企业标识、名称

大会门口入口处标注赞助商名义的祝贺词

立柱及滚梯处标注赞助商的企业标示、名称及祝贺词

会议期间指引处标注赞助商的企业标示、名称及祝贺词

其他回报 组委会提供大会会刊20本+产品网站赠送广告推广一年

补充说明 1.赞助商的位置以最优、最大、最先为指导原则

2.所有有关设计稿件需由赞助商确认

3.双方商定可进行商议其他补充权利

4.上述条款如因其他不可抗力的原因不能执行，则大会组委会与赞助商须双方

另签补充协议予以明确

30万Top Spon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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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誉回报 企业负责人在分论坛上发表欢迎致辞

企业负责人可作为分论坛主持/嘉宾参与话题交流

企业负责人会议期间享受主论坛嘉宾席就座权益

企业负责人列席欢迎宴会主桌就座权益

企业负责人宴会上作为颁奖嘉宾

企业负责人可参与大会期间组织的CEO闭门高端会议

推广回报 会议手册/会刊内页两个整版刊登赞助商的采版广告

大会网站与赞助商网站与链接

大会分论坛期间对赞助商宣传视频进行播放推广

大会期间公众号等媒介同时对会议与赞助商企业进行推广、宣传

企业负责人作为主要访谈对象身份，获得一次媒体专访，并相应在媒介

上做宣传发布

活动回报 会议前与到会政府、重点企业领导在VIP会客室茶叙

签到日组委会根据情况定向邀约与会企业与赞助企业进行宴会活动

企业展示易拉宝4个

企业展示标准展位1个（尺寸大于其他标准展位）

宣传资料投放置大会资料袋

企业代表享受5人免费参会

企业代表参加大会所有论坛（分论坛）不受限制

大会主论坛背景主办单位下方第二排以赞助商标识、名称出现

其他回报 组委会提供大会会刊15本+产品网站赠送广告推广半年

补充说明 1.所有有关设计稿件需由赞助商确认

2.双方商定可进行商议其他补充权利

3.上述条款如因其他不可抗力的原因不能执行，则大会组委会与赞 助商须双

方另签补充协议予以明确

白银赞助商 20万A-Level Spon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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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誉回报 企业负责人在分论坛上发表欢迎致辞

企业负责人会议期间享受主论坛嘉宾席就座权益

企业负责人可作为分论坛主持/嘉宾参与话题交流

企业负责人列席欢迎宴会主桌就座权益

企业负责人宴会上作为颁奖嘉宾

推广回报 会议手册/会刊内页一个整版刊登赞助商的采版广告

大会网站与赞助商网站与链接

大会分论坛期间对赞助商宣传视频进行播放推广

大会公众号等媒介同时对会议与赞助商企业进行推广、宣传

活动回报 会议前与到会政府、重点企业领导在VIP会客室茶叙

企业展示易拉宝4个

企业展示标准展位1个

宣传资料投放置大会资料袋

企业代表享受2人免费参会

企业代表参加大会所有论坛（分论坛）不受限制

大会主论坛背景主办单位下方第三排以赞助商标识、名称出现

其他回报 组委会提供大会会刊10本

补充说明 1.所有有关设计稿件需由赞助商确认

2.双方商定可进行商议其他补充权利

3.上述条款如因其他不可抗力的原因不能执行，则大会组委会与赞助商须双方

另签补充协议予以明确

铂金赞助商15万B-Level Spon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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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誉回报 企业拥有欢迎晚宴冠名权

企业负责人在欢迎晚宴上发表欢迎致辞并做企业介绍

企业负责人会议期间嘉宾席就座权益

企业负责人列席欢迎宴会主桌就座权益

企业负责人宴会上作为颁奖嘉宾

推广回报 会议手册/会刊内页一个整版刊登赞助商的采版广告

大会网站与赞助商网站与链接

大会晚宴期间对赞助商宣传视频进行播放推广

活动回报 企业展示易拉宝2个

企业展示标准展位1个

企业代表享受5人免费参会

企业代表参加大会所有论坛（分论坛）不受限制

大会主论坛背景主办单位下方第四排以赞助商标识、名称出现

企业产品/礼品品或服务成为大会晚宴指定用产品或服务提供商

晚宴期间桌签上注明赞助商企业标识、名称

晚宴门口入口处标注赞助商名义的祝贺词

其他回报 组委会提供大会会刊10本

补充说明 1.所有有关设计稿件需由赞助商确认

2.双方商定可进行商议其他补充权利

3.上述条款如因其他不可抗力的原因不能执行，则大会组委会与赞助商须双方

另签补充协议予以明确

晚宴赞助15万Dinner sponso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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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助形式

会议刊物

（1）会议手册是向全体参会代表发放的宣传

品，在参会手册上的彩页广告阅读量有保证，

是企业宣传和展示自身形象的良好机会

（2）参会代表将于会后长久保存会议手册，

从而延长营销效果

会刊广告（1万）

位置随机

可获免费参会名额：1个

通讯录广告（1万）

位置随机

可获免费参会名额：1个

（1）会议通讯录是向全体参会代表发放的具

有参会企业及参会人信息的会议刊物，是企业

宣传和展示自身形象的良好机会

（2）会议通讯录将于会后长久保存，从而延

长营销效果

胸卡赞助（4万）

LOGO列名+企业简介

可获免费参会名额：2个

（1）胸卡/颈绳是所有参会者入会场的凭证，

在会议期间需全程佩戴。

（2）印有企业推广素材的的胸卡一定会让所

有参会人员在参会和交流的同时为您的企业做

数次良好有效宣传。

（1）颈绳/胸卡是所有参会者入会场的凭证，

在会议期间需全程佩戴。

（2）印有企业LOGO的挂绳一定会让所有参会

人员在参会和交流的同时为您的企业做数次良

好有效宣传。

颈绳赞助（3万）

权益：LOGO列名

可获免费参会名额：2个

资料袋赞助（3万）

LOGO呈现、企业资料入袋、2

个参会名额

会议资料袋的前方显著位置将体现赞助商LOGO

。

包内装有会议文件材料并在注册登记时发给参

会代表，参会嘉宾人手一份，可宣传内容丰富

，选择性大。

会议笔/本子赞助（2万）

可获免费参会名额：1个

笔记本、会议用笔上会印有赞助商公司名字和

LOGO。

每位参会代表都将收到一支笔和一个笔记本用

来在会议期间做笔记。这对于参会代表来说是

很重要的会议工具，并且在会后依然有利用价

值。

会议用品

Other forms of sponsorship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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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向所有参会者发送纪念品，礼品及外包

装袋上都会印有赞助商的LOGO。传播时效性佳

，重复使用性强，实用性强。

（2）会议礼品袋将放置在显著位置，在参会

代表中产生高度的品牌关注度并提升赞助商的

形象。

（3）U盘类礼品可存放（电子版宣传材料、视

频、产品介绍等）

论坛礼品赞助（2万）

可获免费参会名额：1个

X展架（0.5万）

数量2个

会议期间在会场内、外放置X展架进行企业展

示

（1）会场外场地、会议主席台两侧/会场两侧

及后排

（2）展示效果明显

展板（2万）

可获免费参会名额：1个

展台（3-6万）

豪华特装（6万）

可获免费参会名额：5个

标准展位（3万）

可获免费参会名额：3个

（1）配电视，动态展示企业相关信息

（2）实物展示，现场介绍，全方位、立体化

宣传，是企业宣传首选方案。

论坛座椅赞助（3-8万）

主论坛（8万）

可获免费参会名额：3个

分论坛（3万）

可获免费参会名额：2个

会议期间拥有最长的广告接触时间和超近距离

的广告展示，针对性强、近距离展示、效果直

接、性价比高。

会场展示

会议用品

企业宣传片播放（5万）

可获免费参会名额：3个

会议开场、茶歇期间播放

广告、视频长度不超过2分钟

2个免费参会名额

茶歇赞助（8万）

可获免费参会名额： 3个

会议开场、茶歇期间播放

广告、视频长度不超过2分钟

2个免费参会名额

会场瓶装水赞助（2万）

可获免费参会名额：1个
定制水，瓶身印有赞助商LOGO及会议寄语

分论坛20分钟主题演讲1次
演讲赞助（6万）

可获免费参会名额：3个
演讲赞助

企业论坛
企业论坛/闭门会议(10万)

可获免费参会名额：5个

30-50人会议室半天

定向邀约参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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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时间
Exhibition Stand Layout

8月17-18日 Wed-Thu 14:00-17:00

周三-周四（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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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交通
Hotel transportation酒

青岛西海岸隆和福朋喜来登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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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环境
Hotel environment酒

青岛西海岸隆和福朋喜来登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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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NERS

合作伙伴

世界500强企业中的

287家与卓创资讯建立

合作关系

商务联系

SCI会友 · 官方订阅号

Business contacts

• 会议：李振华 M:18560299766 (微信同号)    E：lee@sci99.com

mailto:lee@sci99.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