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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中国种子大会暨南繁硅谷论坛
组 委 会 文 件

2021 年第 1 号

2021 中国种子大会暨南繁硅谷论坛
招 商 方 案

一、大会概况

中国种子大会作为中国种业界年度性的群英大会、共享大会

和引领大会，已成功举办两届。为了进一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对种业和“南繁硅谷”的重要指示精神，中国种子协会与海南

省农业农村厅、三亚市人民政府、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将于 2021 年 3 月 20-24 日在海南三亚共同举办“2021 中国

种子大会暨南繁硅谷论坛”。大会将举办主论坛、11 个分论坛、

室内展览展示、产业对接活动，并在三亚市、陵水县、乐东县分

别举办品种田间展示。大会将邀请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

院士、美国科学院院士、农业农村部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首席

科学家、科研院校专家教授、国内外知名种业企业负责人出席会

议并作报告。预计参会人数 20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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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赞助方式及说明

大会设有各类赞助：分论坛赞助、展位、会场广告位、会刊

广告、会议手提袋、大会用水、餐券、指引、证件、视频节目、

高端访谈等。

（一）分论坛赞助

大会共设水稻、玉米、蔬菜、海南自由贸易港种业发展、南

繁产业发展、种业知识产权保护、畜禽种业、水产种业、农垦种

业等 9 个全天分论坛和数字种业、果树种业等 2 个半天分论坛。

分论坛分 21 日和 22 日两天召开，每个全天论坛可以独家赞助或

2 家联合赞助。半天论坛赞助金额减半。

独家赞助单位，费用 20 万元，有以下权益：

1.企业服务推介 20 分钟；

2.背景板冠名企业名称署名及 logo 展示；

3.会场广告位 2 个（6m*3.2m/个）；

4.T 类特装展位 1 个（8m*9m，企业自行设计搭建，也可选

择不要展位）；

5.大会会刊彩页广告 2P（A4）；

6.免大会注册费 6 人（含 7 顿餐费，下同）；

7.独家赞助单位牌匾。

两家联合赞助单位，费用每家 10 万元，每家有以下权益：

1.企业服务推介 10 分钟；

2.背景板冠名企业名称署名及 logo 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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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会场广告位 1 个（6m*3.2m/个）；

4.A 类特装展位 1 个（6m*6m，企业自行设计搭建，也可选

择不要展位）；

5.大会会刊彩页广告 1P（A4）；

6.免大会注册费 4 人。

（二）展位招商

1.T1-10 特装 ，费用 10 万元/个，含：特装展位 1 个（8m*9m，

企业自行设计搭建）；大会会刊彩页广告 2P（A4）；在大会官方

网站上，展示赞助单位品牌 logo 及官方网站链接；免大会注册

费 4 人 。

2.A1-6 特装，费用 5 万元/个,含：展位 1 个（6m*6m，企业

自行设计搭建）；大会会刊彩页广告 2P（A4）；在大会官方网站

上，展示赞助单位品牌 logo 及官方网站链接；免大会注册费 2

人 。

3.S1-12 小特装展位

费用 2.5 万元/个，面积为 3m*6m，含搭建设计。

4.F1-71 标准展位

费用 0.75 万元/个，面积为 3m*3m，含搭建设计。

（三）会场广告位

会展中心外道路两侧、一楼展厅外、三楼论坛层走廊可临时

搭建若干个广告牌，尺寸为 6m*3.2m，费用 1 万元/个（含搭建

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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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赞助

1.会刊赞助

项目名称 封二 彩首 封三 封底 内页

大会会刊 1.5 万元 1.2 万元 1 万元 2万元 0.6 万元

2.会议手提袋赞助：3 万元/会期（不低于 2000 个，每个袋

子含一个正面和一个侧面，采用布料制作）

3.大会用水赞助：3 万元/会期（不低于 10000 瓶，设计专

门包装）

4.大会餐券、指引赞助：2 万元/会期（包设计制作，放企

业名称、口号和 logo）

5.大会证件赞助：1 万元/会期（包设计制作，放企业名称、

口号和 logo）

6.视频节目：5 万元/期

7.高端访谈：2 万元/篇

三、招展对象

本次大会招商招展对象为种子繁制、销售的园区、企业，以

及为种业服务的农药、肥料，种子检验、加工、包装设备，技术

及机械设备等种业相关企业和单位；水产、畜禽种业相关企业和

单位；各省南繁服务单位等。

赞助及参展单位需满足以下条件：

（一）有经营执照的正规企业或正式事业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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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行业内和社会上没有负面影响。

（三）在大会期间的演讲与宣传内容应以文字资料的方式送

大会组委会审核。

四、赞助申请

赞助商请填写《2021 中国种子大会暨南繁硅谷论坛赞助申

请表》（见附件 2），填好表格确认赞助项目盖章后，请扫描邮件

发至：zanzhu4250@126.com ，或盖章后传真到：010-59194250 。

如有咨询，请联系：010-59194250，15010452706 张文艳。

1.赞助商填写赞助申请表，于 2021 年 2 月 28 日前将表格提

交中国种子大会暨南繁硅谷论坛组委会受理。

2.审核同意后，双方签署赞助协议。

3.赞助申请方支付赞助费用后，由中国种子协会开具发票。

五、联系方式

1.招商洽谈联系方式：

中国种子大会暨南繁硅谷论坛组委会

电 话 ：010-59194250 张文艳，010-59195175 张璐

传 真 ：010-59194250

邮 箱 ：zanzhu4250@126.com

协会网站 ：www.seedchina.com.cn

大会地址 ：三亚市天涯海角红树林国际会展中心

2.对接服务联系方式：

联系人：刘探，13560425749（微信同号），782646713@qq.com。

3.汇款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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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户名称：中国种子协会

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北京朝阳路北支行

账 号：11040101040004275

附件 1：展位图

附件 2：2021 中国种子大会暨南繁硅谷论坛赞助申请表

2021 中国种子大会暨南繁硅谷论坛组委会

（代 章）

2021 年 1 月 8 日

抄送：南方农村报农财宝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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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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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1 中国种子大会暨南繁硅谷论坛赞助申请表

单位名称

英文

联系人 手机

详细地址

电话（含区号） 传真

网址 E-mail

您希望赞助的项目是

水稻产业链发展论坛 玉米产业链发展论坛

蔬菜产业链发展论坛 海南自由贸易港种业发展论坛

南繁产业发展论坛 种业知识产权保护论坛

畜禽种业论坛 水产种业论坛 农垦种业论坛

数字种业论坛 果树种业论坛

特装（T，A）小特装 标准展位

会议用水广告 会议手提袋 会议餐券和指引 会议证件

会场广告位（会展中心外道路一楼展厅外三楼论坛层走廊）

会刊赞助（封二 彩首 封三 封底 内页）

视频节目 高端访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