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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助和
展示机会

用于催化，能源生产和存储的材料
纳米医药，诊断学与生物材料
功能和设计接口，表面材料，薄膜，膜与复合材料 
高级聚合物，表面活性剂，凝胶剂，生物胶体与软物质系统
新理论，新奇现象与实验技术

会
议

介
绍

胶体与界面科学已经发展成为与广泛新技术相关的中心学科，并为新的挑战提供解
决方案：例如在能源生产和存储，纳米医药和药物传输，检测和诊断，先进材料，
气候变化和资源再利用等方面，应用前景广阔。

本次会议旨在汇集海内外研究人员，交流共享现今正快速、不断发展的胶体与界面
科学领域的最新发展情况。全球领先的高级别科学家将出席会议，针对该领域最前
沿的发现和未来的发展方向，发表演讲。

热门的新领域和最新的研究进展将会在主题演讲中进行交流。展示演讲和墙报展
示，将介绍令人兴奋的最新研究成果，这将为新的研究主题奠定基础。

主办方 期刊支持 了解会议详情，请访问：
www.elsevier.com/international-colloids-conference

会
议
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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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形象
爱思唯尔Elsevier在学术界，商业
界以及政府机关拥有广泛的全球物
理学家人脉网络。通过这个人脉网
络，可以发现胶体领域高素质的关
注者。

第八届国际胶体大会将汇聚产业界
和学术界的领袖，通过交流分享各
自经验、展示研究成果、寻找合作
机会、激发新的思路，由此发展新
项目、开发新科技。

在第八届国际胶体大会上得到充分展示

推出新产品，重点展示现有产品
聚焦领导核心
提升公司在胶体领域的形象
拓展专家人脉，寻找国际合作伙伴，建立新的联盟关系 
提高市场知名度
尽可能增加公司的曝光度，提高品牌知名度 
找准定位
与高素质科技界人士交流您的想法
建立长远的关系
吸引新型人才，加强合作关系
创造销售机会，引领市场方向 
直接向国际采购商出售产品

简
要
信
息

有关赞助和展示机会的更多信息，请联系:
Tom Faulkner
会议赞助销售主管
荷兰，阿姆斯特丹，Elsevier 
电话:  +31 20 485 2175 | 电子邮箱: t.faulkner@elsevier.com

银
赞
助
商

黄
金
赞
助
商

在所有大会支持标牌，会议日程手册以及
所有市场宣传材料上表达对贵公司的鸣谢       
在会议网站上特别鸣谢
免费注册4名参会代表
免费提供3x3米标准展台
报名材料中包含一份公司宣传资料
免费在会议日程手册中插入整版广告
在以下选项中选两个环节，植入广告*：
•迎宾招待会 • 茶歇 • 午餐休息
•会议资料袋• 卫星研讨会 • 海报奖
•会议应用程序

在所有大会支持标牌，会议日程手册，会
议网站以及所有市场宣传材料上表达对贵
公司的鸣谢
免费注册5名参会代表
免费提供6x3米标准展台 
报名材料中包含一份公司宣传资料
免费提供一间会议室
所有参会者的胸卡上印制公司标志
免费在会议日程手册中插入整版广告
活动结束后，在向所有参会者发送的感谢
邮件中，插入公司标志
在以下选项中选三个环节，植入广告*：

• 迎宾招待会 • 茶歇
• 午餐休息 • 会议资料袋 • 卫星研讨会
• 海报奖 • 挂带 • 会议应用程序

独
家
白
金
赞
助
商

$ 25,000                              $ 15,000                                                       

在所有大会支持标牌，会议日程手册以及所有
市场宣传材料上表达对贵公司的鸣谢                                           
在会议网站上特别鸣谢 
免费注册3名参会代表 
免费提供3x3米标准展台
报名材料中包含一份公司宣传资料
在以下选项中选一个环节，植入广告*：
•茶歇 • 午餐休息
•卫星研讨会 • 海报奖 • 会议应用程序

$ 9,000                  

展
商
机
会

会议期间将举办一个展会，让您有机会接触到
参会代表，展示您的产品，创造更多的销售机
会，提高公司在科技领域的知名度。
获得展示机会的企业，将会在会议网站和日程手
册上列出公司标志和名称，公司简介，并提供公
司链接。

展示方式选择如下：
展桌（6英尺桌面展台）     $ 1,850           

    $ 2,900

(*) 根据先到先得的原则来定 

展位（10英尺x6英尺展台，包括1个免费参
会代表名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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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外赞助机会
对活动赞助商的广告宣传包括：

其他赞助福利和曝光机会，如下所列

在会议日程手册中列出公司名称和标志
在会议网站上列出公司标志和名称，公司简介，并提供公司官网的链接

赞助一个会议茶歇
在常用物件上，附上公司标志(如餐巾、小
桌垫等)
在茶歇区A1大小的泡沫海报上，附上公司
标志
会议资料袋内置广告

每次一个名额

海报奖

有机会在招待会开始时发表简短讲话
在常用物件上，附上公司标志(如餐巾、小
桌垫等)
在接待处附近A1大小的泡沫海报上，附上
公司标志 
会议资料袋内置广告
2个免费参会代表名额

在闭幕式上，有机会获得以贵公司命名的
海报奖。

午餐时间

赞助一个会议午餐 
在常用物件上，附上公司标志(如餐巾、小
桌垫等)
在午餐区A1大小的泡沫海报上，附上公司
标志 
有机会在午餐开始时发表简短讲话
会议资料袋内置广告
2个免费参会代表名额

独家 晚宴

在常用物件上，附上公司标志(如餐巾、小
桌垫等)
一个用来展示的展桌
在晚宴区A1大小的泡沫海报上，附上公司
标志
有机会在晚宴开始时发表简短讲话
会议资料袋内置广告
2个免费参会代表名额

晚宴是会议主要的社交环节，对于宣传公司
品牌，这是一个无与伦比的机会。

独家

研讨会
在一个专门的研讨会上，向会议代表展示贵公
司的产品。1个免费参会代表名额，同时在所
有大会支持标牌，会议日程手册以及所有市场
宣传材料上表达对贵公司的鸣谢。

联系我们

社
交
机
会

品
牌

及
可

见
度

会议资料袋内置广告

充电站

宣传材料可以放入会议资料袋中，分发给
在场的参会者。

大受欢迎的桌面充电站位于展厅内的一个展
位里，配备多个充电设备，为与会者提供手
机、平板电脑或笔记本电脑的白天充电服
务。赞助商的标志会附在桌面上方和桌面两
侧， 同时还有机会在挂上公司的宣传横幅 
(参会者使用充电设备，风险自担)。

会议应用程序 独家 联系我们

赞助爱思唯尔Elsevier新开发的会议应用程
序，支持所有Android和iOS设备。贵公司的
标志将在该应用程序上突出显示

日程和发言者的详细信息
所有演讲和海报的摘要 
演讲和海报文件
参展商和赞助商的信息 
会议楼层安排
允许参会者在日程中标注计划要参加的讲
座，并在“要做的事”中罗列出来，对展
示和参展商添加自定义标签。

        $ 950

      $ 5,500

     $ 7,500         $ 10,000

茶歇   $ 2,300

迎宾酒会       独家    $ 7,500

          $ 3,500

       $ 6,000 

会议资料袋   两个名额    $ 5,000 
在极为重要的会议资料袋上印制公司的标
志。在活动结束后，仍可使用，确保公司持
久可见。

挂带 三个名额 
在参会代表胸卡挂带上印制公司标志，整场
会议参会者会一直戴着它。

        $ 4,500

         $ 3,000 每场会议一个名额     

独家

赞助会议 

在会议的开幕式和闭幕式上，以及现场
指示标上，附上公司标志 
会议列表旁的日程手册中，附上公司名
称和标志
1个免费参会代表名额

爱思唯尔Elsevier开发了一个线上会议服务，允许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在网上免费发表演说。线上会议可以让广大听众有机会听到国际顶
级人物的最新研究进展，扩展你的营销范围，不再局限于线下的参会者。

赞助线上会议，可独享以下好处:
收获大规模的品牌曝光。所有活动宣传中，都会附上贵公司的标志。
扩大您的听众范围，向全世界空前数量的研究人员展示您的想法。
发现优秀的领导者，对目标听众有清晰的判断。
展示思想领导能力和专业知识。
存档会议材料，在线下活动结束后，让您的会议继续活跃数月。
线上会议与线下会议也会有沟通交流，增加您的曝光度和品牌影响力。
该赞助方案包括市场营销，流量和活动管理，以及1个免费参会代表名额。  

创建自己的自定义环境和独家观众参与
与注册代表和许多其他专业人士展开业务合作 
免费创建适合您产品或市场目标的关键议题覆盖 
在活动前后，快速产生最大的影响，提升形象。
网络研讨会将在会议网站上进行，并保留到会议结束，在此期间可供任何人下载收看。该赞助方案包括市场营销，交通和活动管理，以
及1个免费参会代表名额。

爱思唯尔Elsevier网络研讨会通过现场多媒体演示，让演示者能够真正与大量科技领域的观众进行在线互动。这是一个极好的赞助机会，
能让观众免费观看现场直播或录制好的跟大会直接相关的网络研讨会，并且在活动期间和活动结束后，品牌在市场上的知名度能大大提
高。同时，赞助商还可获得以下好处：

赞
助
网
络
研
讨
会

赞
助
线
上
会
议

卫星讨论会                             联系我们 
给会议代表安排一个60分钟的基于客户的案
例研究(通常计划在午休时间)
1个免费参会代表名额，同时在所有大会支持
标牌，会议日程手册以及所有市场宣传材料
上表达对贵公司的鸣谢

在登记处的海报和标牌上，附上公司标志
在会议分发的笔上，附上公司标志
1个免费参会代表名额

但这只适用于轻量级的材料——书籍等不会
被放入资料袋中，因此更适合放简明的产品
介绍。及时将材料交给项目负责人。具体日
期和数量在申请预定时能看到。

登记处 

在会议的开幕式和闭幕式上，以及现场
标牌上，附上公司标志
会议列表旁的日程手册中，附上公司名
称和标志
1个免费参会代表名额

联系我们

联系我们



www.elsevier.com/international-colloids-conference

SPONSORSHIP AND 
EXHIBITION ORDER FORM
1. YOUR DETAILS

3. HOW TO PAY

2. ORDER DETAILS

4. SIGN AND DATE THE FORM

5. RETURN TO

I will arrange a bank transfer to Elsevier Ltd, please send 
me the payment details

I have read and agree to abide by the payment and cancellation 
terms as outlined below, and I understand that this form confirms 
my booking. I accept that from now on charges will be imposed 
for cancelled bookings, and that up to the full fee will be payable:

SILVER SPONSOR 

EXHIBITOR OPPORTUNITIES

Sponsored webinar         Contact Us

Sponsored online conference         Contact Us

Company contact name for correspondence
Title (Prof. Dr. Mr. Ms.)  First Name

Surname

Job Title

Organization

Address

State/Country

Post/Zip Code

Tel Fax

Email Signature Today’s Date 

Table top (6ft table top exhibition stand)               $ 1,850                  

Shell scheme (10ft x 6ft booth, includes 1 free delegate place)           $ 2,900

EXCLUSIVE PLATINUM SPONSOR $ 25,000 
GOLD SPONSOR $ 15,000                                                                

$ 9,000

Tom Faulkner
Head of Sales - Conferences 
Elsevier  
Amsterdam, The Netherlands 
Tel:  +31 20 485 2175
E-mail: t.faulkner@elsevier.com

Conference app 

NETWORKING OPPORTUNITIES

Welcome drinks reception $ 7,500
Coffee break  $ 2,300
Lunch session $ 7,500
Gala dinner $ 10,000
Satellite symposia         Contact Us

Workshop Contact Us

ADDITIONAL SPONSORSHIP OPPORTUNITIES 

BRANDING AND VISIBILITY

Delegate bag $ 5,000
Lanyards $ 4,500
Sponsor session $ 3,000
Registration desk $ 6,000
Charging station  $ 5,500

Delegate bag insert $ 950

        Contact Us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BOOKING:

Acceptance of applications for table-top exhibits or sponsorship is at the discretion of the organisers. 
Cancellations: If you find it necessary to cancel your exhibition or sponsorship package, please fax the 
conference department immediately on +44 (0) 1865 843958. Cancellation more than 91 days prior to the first 
open day of the conference – 50% of the total charge as a cancellation penalty provided that written notice is 
received. Cancellation 91 days or less prior to the first open day of the conference – 100% of the total charge as 
a cancellation penalty.
Payment must be made in advance of the conference and is non-refundable according to the above 
cancellation terms.
You will be provided with confirmation of your booking, along with full details of shipping co-ordinates and 
relevant shipping deadlines.
A reduction in Stand space shall be treated as a pro rata cancellation. A signed order of a Stand implies 
participation by the Exhibitor for the whole of the time when the hall is open to the Visitors. In the event of 
cancellation by the Exhibitor or failure to exhibit theStand charges shall be paid in full to the Organiser. 
Cancellation charges will be applied as indicated above and the parties hereby agree that these constitute a 
genuine and reasonable estimate of the loss which the Organiser would incur on cancellation of the order by 
the Exhibitor.
The exhibition stand contract constitutes a license to exhibit and not a tenancy. The Organiser reserves the 
right at any time and from time to time to make such alterations in the ground plan of the Exhibition as may 
in their opinion be necessary in 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Exhibition and to alter the shape, size or position 
allocated to the Exhibitor. No alternations to the space allotted will be made in such a way as to impose on the 
Exhibitor any greater liability for rental than that undertaken in the exhibition stand contract.
The Exhibitor or Sponsor shall not be entitled to withhold payment of any amounts payable to the Organiser in 
relation to the exhibition or sponsorship package by reason of any dispute or claim by the Exhibitor or Sponsor 
in connection with the exhibition/sponsorship package or otherwise nor shall the Exhibitor or Sponsor be 
entitled to set off any amount which it is alleged is payable or due from the Organiser against any amount 
payable to the Organiser in relation to the exhibition or sponsorship package.
Exhibitors are responsible for their own insurance for the event.  A copy of your public liability insurance 
certificate (providing cover of US$3,000,000)  is required  prior to the event.
Price for up to 2 colour printing within logos

Please note that all figures are subject to VAT at the prevailing rate 

Total amount payabl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