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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sting and Promotion Pl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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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5 October, 2020
主办方

协办方

支持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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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级钻石支持方

人民币 300,000 元

•
大会讲者推介机会1次
录播讲演机会一次
活动网站主界面顶级钻石支持方Logo展示（附公司链接）
大会主背景版面顶级钻石支持方Logo展示
主会场开场前广告（60秒，独家）
茶歇期间广告2次（60秒，多家轮播）
点播讲演 广告15场（图片广告，10秒，多加轮播）
DIA微信官方微信头条宣传机会1次（DIA微信公众号）
媒体专访文章1篇（DIA微信公众号发出）
参会者参会通知邮件底部横幅广告（附公司链接）
参会者参会通知邮件底部Logo展示（附公司链接）
60个参会名额

白金支持方

人民币 180,000 元

•
活动网站主界面白金支持方Logo展示（附公司链接）
录播讲演机会一次
大会主背景版面白金支持方Logo展示
茶歇期间广告2次（60秒，多家轮播）
点播讲演 广告10场（图片广告，10秒，多加轮播）
DIA微信官方微信头条宣传机会1次（DIA微信公众号）
参会者参会通知邮件底部Logo展示（附公司链接）
40个参会名额

黄金支持方
活动网站主界面黄金支持方Logo展示（附公司链接）
录播讲演机会一次
大会主背景版面黄金支持方Logo展示
茶歇期间广告2次（60秒，多家轮播）
点播讲演 广告5场（图片广告，10秒，多加轮播）
DIA微信官方微信二条宣传机会1次（DIA微信公众号）
参会者参会通知邮件底部Logo展示（附公司链接）
30个参会名额
•
•

银牌支持方
活动网站主界面银牌支持方Logo展示（附公司链接）
大会主背景版面银牌支持方Logo展示
茶歇期间广告1次（60秒，多家轮播）
点播讲演 广告3场（图片广告，10秒，多加轮播）
参会者参会通知邮件底部Logo展示（附公司链接）
15个参会名额

人民币 50,000 元

Hosting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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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 Diamond Support
•
•
•
•
•
•
•
•
•
•
•
•

Opportunity for 1 speaker/presentation recommendation to the virtual meeting
Opportunity for 1 Pre-recorded Presentation
Logo display on main webpage of event website (with company link)
Logo display on the main backboard of the event
Advertisement video play before the opening of the keynote live show (60 seconds, exclusive)
2 times of advertisement video play during virtual break (60 seconds, rounds of scrolling
broadcast)
15 Advertisements in On-Demand Presentation Sessions (10 sec each picture advertisement,
rounds of rolling play)
1 headline promotion in DIA China WeChat (publish via DIA China WeChat public account)
1 article of media interview (publish via DIA WeChat public account)
Logo at the bottom of attendees’ notification emails (with company link)
Banner ads at the bottom of attendees’ notification emails (with company link)
60 participants

Platinum Support
•
•
•
•
•
•
•
•

RMB 300,000

RMB 180,000

Logo display on main webpage of event website (with company link)
Opportunity for 1 Pre-recorded Presentation
Logo display on the main background of the event
2 times of advertisement video play during virtual break (60 seconds, rounds of scrolling
broadcast)
10 Advertisements in On-Demand Presentation Sessions (10 sec each picture advertisement,
rounds of rolling play)
1 headline promotion in DIA China WeChat (publish via DIA China WeChat public account)
Logo at the bottom of attendees’ notification emails (with company link)
40 participants

Gold Support

RMB 80,000

•
•
•
•

Logo display on main webpage of event website (with company link)
Opportunity for 1 Pre-recorded Presentation
Logo display on the main background of the event
2 times of advertisement video play during virtual break (60 seconds, rounds of scrolling
broadcast)
• 1 promotion on 2nd place in DIA WeChat public account
• Logo at the bottom of attendees’ notification emails (with company link)
• 30 participants

Silver Support

RMB 50,000

• Logo display on main webpage of event website (with company link)
• Logo display on the main background of the event
• 1 times of advertisement video play during virtual break (60 seconds, rounds of scrolling
broadcast)
• 3 Advertisements in On-Demand Presentation Sessions (10 sec each picture advertisement,
rounds of rolling play)
• Logo at the bottom of attendees’ notification emails (with company link)
• 15 participants

宣传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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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歇期间广告

人民币 18,000 元

•
茶歇期间广告（60秒，多家轮播）
活动网站主界面Logo展示（附公司链接）
大会主背景版面Logo展示
5个参会名额

参会者参会通知邮件底部横幅广告
参会者参会通知邮件底部横幅广告（附公司链接）
活动网站主界面Logo展示（附公司链接）
大会主背景版面Logo展示
3个参会名额

20

%

享受优惠
2020年10月1日前订购

人民币 8,000 元

Promotion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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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ertisement during the Tea Break
•
•
•
•

Advertisement video play during virtual break (60 seconds, rounds of scrolling broadcast)
Logo display on main webpage of event website (with company link)
Logo display on the main background of the event
5 participants

Banner AD at the Bottom of
Notification Mail for Attendees
•
•
•
•

RMB 18,000

Banner ads at the bottom of attendees’ notification emails (with company link)
Logo display on main webpage of event website (with company link)
Logo display on the main background of the event
3 participants

For International Partnership
Djamila KERROUZI, Sales Manager
13 rue du Dr Combalat 13006 Marseille
Email: djamila.kerrouzi@eventime-group.com | Tel: +33 4 91 94 31 05
For Chinese Partnership
Fei XIE, BD Manager
Email:fei.xie@diaglobal.org | Tel: +86. 10. 5704 2652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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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OUNT

Purchase before October 1, 2020

RMB 8,000

订单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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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中国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甲6号515
邮编100086

电话: +86 10 5704 2652
fei.xie@diaglobal.org

付款条件
付款方式只接受银行汇款。销售
按照先到先得的原则进行。所有
申请均需标注日期并加盖公章。
展商在合同及申请表签字盖章之
日起两周内需支付费用的50%作
为定金，否则预订将不予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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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8月1日之后签订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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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不予保留，重新销售。
DIA有权禁止未付清余款的公司
参展。

支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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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MR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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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i.xie@diaglobal.org
取消规定
必须以书面形式申请，并发送邮
件至：fei.xie@diaglobal.org
2020年6月1日之前取消，将退款
50%。
2020年6月1日之后提出取消的申
请，不予退款。
签名及公司盖章

公司名
联系方式
地址

邮政编码

镇

国家

电话

传真

邮箱
增值税号

支持方案
顶级钻石支持方. ................................................... 300,000 元
白金支持方. ....................................................... 180,000 元
黄金支持方 ........................................................
白银支持方 ........................................................

100,000 元
50,000 元

宣传方案
茶歇期间广告. ...................................................... 18,000 元
直播界面底部横幅广告. ............................................... 8,000 元
参会者参会通知邮件底部横幅广告 . ..................................... 8,000 元
含税价 =

发票信息
结算公司名称（用于开发票）
公司注册地址
税务登记号
开户银行名称及账号
电话

人民币（含增值税）

销售 条款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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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赞助支持、企业宣传、展示机会规章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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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消：展商有权在任何时间以书面形式通知DIA取消的预订。退款
将根据之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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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取消通知的日期为准。一经取消，参展商免费使用的参会证也随之失
效。取消申请截止日：2020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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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腐败要求：
合同双方同意遵守全部适用的反腐败法律法规，包括合同双方经营和运营所在的
所有司法管辖区的反腐败法律法规。合同双方还必须制定有防止违反适用法规行
为的程序。若合同任意一方的雇员、管理层成员、董事、咨询人、顾问、代理人
或代表其行事的其他人员在履行该合同时遇到官员或者第三方索要财物的情况，
而满足该要求似乎会违反反腐败法规，则应尽快通知另一方，各方应共同抵制该
等要求。合同一方应赔偿另一方因其未遵守适用反腐败法规而导致的损失。若因
一方违反适用反腐败法规而导致无过错一方违反反腐败法规，无过错方可以立即
终止合同。合同双方保证在合同协商过程中未违反反腐败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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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岁以上参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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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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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