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五届全国免疫学学术大会
15th Annual Meeting of Chinese Society for Immunology

2022 年 10 月 27-30 日  
重庆悦来国际会议中心

展览及赞助招商方案

全国免疫学学术大会是中国免疫学会的品牌学术年会，是免疫学科技工作者展示学

术成果，交流学术思想，创新学术观点的平台。大会至今已成功举办十四届，参会代表

人数达到 2500-3000 人，是国内免疫学领域层次最高、覆盖面最广的学术盛会。

第十五届全国免疫学大会定于 2022 年 10 月 27-30 日在重庆悦来国际会议中心召

开，大会将围绕天然免疫应答的识别与调控、适应性免疫应答、免疫代谢与免疫调节、

新冠病毒感染免疫、肿瘤免疫与肿瘤免疫治疗、自身免疫病等主题，通过大会报告交

流、分会场报告交流及壁报交流的形式，充分分享及研讨免疫学最新成果。会议期间将

为与会的公司、厂商和机构提供会场商业展位、各种形式的商业广告宣传、分会场报告

和专场卫星会议以及项目间的交流平台，为各公司展示公司实力，宣传公司产品和洽谈

合作提供了难得的商机。

我们热忱邀请贵公司参加此次大会，让更多的免疫学工作者了解贵公司的产品及实

力的同时，与我国免疫学工作者携手合作，共同促进中国免疫学事业的发展。

重庆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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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基本信息

会议日期、地点

会议日期： 2022 年 10 月 27 - 30 日

会议地点：重庆悦来国际会议中心

地      址：重庆市渝北区悦来滨江大道 86 号

主办单位

中国免疫学会

会议网址

www.csimeeting.org

继续教育学分

授予学员学分：6 分

项目编号：2022-02-07-002 ( 国 )

组织机构

大会主席：吴玉章

学术委员会主席：曹雪涛

副主席：孙兵、姚智、吴励

组织委员会主席：田志刚

副主席：储以微、黄波

特邀大会报告人

曹雪涛  南开大学

田志刚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张学敏  军事医学科学院

韩家淮  厦门大学

邵　峰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

董　晨  上海交通大学

王福生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

吴玉章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军医大学

陈有海  中国科学院深圳理工大学药学院

林　欣  清华大学

时玉舫  苏州大学转化医学研究院

黄　波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范祖森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尹芝南  暨南大学

杨晓明  国药集团中国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黄爱龙  重庆医科大学

赵金存  广州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邱晓彦  北京大学

许琛琦  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

赵　伟  山东大学

孙凌云  南京大学

马瑜婷  中国医学科学院苏州系统医学研究所

王盛典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周荣斌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刘万里  清华大学

张　迁  海军军医大学

左大明  南方医科大学

张玉霞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张　松  南开大学

邹　强  上海交通大学

王　迪  浙江大学

苏士成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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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日程

时间 10月27日 10月28日 10月29日 10月30日
8:00

注册报到

开幕式

特邀大会报告

8:30

分会场报告
9:00

特邀大会报告10:00

11:00

12:00 午餐     
壁报交流

午餐     
壁报交流

午餐     
壁报交流13:00

13:30

特邀大会报告

分会场报告 特邀大会报告

14:00

15:00

16:00

16:30

17:00
卫星会 闭幕式

17:30

18:00

晚餐 晚餐 闭幕晚宴18:30

19:00
20:00

学术专题

1. 免疫细胞分化发育

2. 天然免疫识别、调控、炎症反应

3. 适应性免疫应答

4. 免疫代谢与免疫调节

5. 疫苗与佐剂

6. 新冠病毒免疫与感染免疫

7. 肿瘤免疫与肿瘤免疫治疗

8. 自身免疫病与过敏性疾病

9. 神经免疫

10. 心血管免疫

11. 移植免疫

12. 血液免疫

13. 皮肤、黏膜免疫及微生态

14. 畜牧兽医领域的免疫学问题

15. 传统医学免疫调节

16. 免疫学与其它学科交叉研究

17. 免疫学诊断、免疫学技术及应用

18. 免疫学课堂教学经验分享

注册费

注册类别 早期线上缴费
2022年10月10日前

后期/现场缴费
2022年10月11日后

非会员代表 RMB 1800 RMB 2000

会员代表 RMB 1500 RMB 1800

学生代表 RMB 1200 RMB 1500

注册费包含项目：参加全程会议，会议资料、10 月 28 日至 30 日会间茶歇、午餐和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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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展览

展览地点

重庆悦来国际会议中心 1F\3F

地址：重庆市渝北区悦来滨江大道 86 号

电话： 023-6035 8816

展览日期

展商注册时间 进场时间 展览开放时间 撤展时间

2022年10月27日 2022年10月27日 2022年10月28日-30日 2022年10月30日

08:00-22:00 待定 09:00-18:00 特装展位18:00-22:00 
标准展位15:00-18:00

展览内容

医疗药品、实验仪器、医疗器械、实验试剂、生物制剂、金融投资、项目咨询、专业出版物

展位租赁

标准展位（76 个）

1F
A1-A12
B1-B22
C1-C28

3M×3M 面积展位RMB 50,000

3F 301-314 3M×3M 面积展位RMB 50,000
* 上述标准展位如需两面开口，每个展位 RMB 55,000 ；

* 上述标准展位如需特装，每 2 个标准展位连接，收取 RMB 150,000 ；每 3 个标准展位连接，收取 RMB200,000

★ 大会统一标准的参展公司中英文名称眉板一块

★ 三面分隔墙

★ 展位内全地铺地毯

★ 桌子一张，椅子两把

★ 射灯两盏

★ 一个 220V 5A 的电源插座

★ 一名免费代表注册名额

★ 在统一制作的大会宣传册中刊印单页公司 \ 产品介绍

光地展位（21 个）

1F
V02-V03 9M×6M 面积展位RMB 500,000

T17-T18 6M×6M 面积展位RMB 400,000

3F

V01 12M×6M 面积展位RMB 800,000

T01-T04 7M×6M 面积展位RMB 400,000

T05-T12 5M×6M 面积展位RMB 300,000

T13-T16 4M×6M 面积展位RMB 200,000

* 展商可自行搭建或与大会指定搭建商联系要求其报价并搭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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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助形式

战略合作伙伴 RMB 1,000,000

★ 享有中国免疫学会战略合作伙伴地位

★  2022 年 5 月 1 日前订立合同可最先挑选展位和卫星会时间

★ 在会议主要出版物标明金牌展商名称并刊登公司 logo 以示鸣谢 

★优先挑选时段举办一个 60 分钟卫星会（分会场）

★展览面积：可自行选择 72m2 以下特装展览

★在大会出版物上刊登插页双面广告一张

★在统一制作的大会宣传册中刊印单页公司 \ 产品介绍

★大会网站上增加公司 logo 并链接到公司网站

★可于会前 / 会后获得代表通讯录

★可免费注册 20 名正式代表

金牌赞助商 RMB 500,000

★ 享有金牌展商地位

★  2022 年 5 月 1 日前订立合同可最先挑选展位和卫星会时间

★ 在会议主要 出版物标明金牌展商名称并刊登公司 logo 以示鸣谢 

★ 优先挑选时段举办一个 60 分钟卫星会（分会场）

★ 展览面积：可自行选择 54m2 以下特装展览

★ 在大会出版物上刊登插页双面广告一张

★ 在统一制作的大会宣传册中刊印单页公司 \ 产品介绍

★ 大会网站上增加公司 logo 并链接到公司网站

★ 可于会前 / 会后获得代表通讯录

★ 可免费注册 15 名正式代表

银牌赞助商 RMB 400,000

★ 享有银牌展商地位

★  2022 年 5 月 1 日前订立合同可在金牌展商后优先挑选展位和卫星会时间 

★ 在会议主要出版物标明银牌展商名称并刊登公司 logo 以示鸣谢

★ 举办一个 40 分钟卫星会（分会场）

★ 展览面积： 可自行选择 42m2 以下特装展览

★ 在大会出版物上刊登插页单面广告一张

★ 在统一制作的大会宣传册中刊印单页公司 \ 产品介绍

★ 大会网站上增加公司 logo 并链接到公司网站

★ 可于会前 / 会后获得代表通讯录

★ 可免费注册 10 名正式代表

铜牌赞助商 RMB 300,000

★ 享有铜牌展商地位

★ 2022 年 5 月 1 日前订立合同可在银牌展商后优先挑选展位和卫星会时间

★ 在会议主要出版物标明铜牌展商名称并刊登公司 logo 以示鸣谢 

★ 举办一个 30 分钟卫星会（分会场）

★ 展览面积：可自行选择 30m2 以下特装展览

★ 在大会出版物上刊登插页单面广告一张

★ 在统一制作的大会宣传册中刊印单页公司 \ 产品介绍

★ 大会网站上增加公司 logo 并链接到公司网站

★ 可于会前 / 会后获得代表通讯录

★ 可免费注册 5 名正式代表

展商卫星会

大会期间提供参展单位通过会议方式进行产品推介，公司形象宣传等，具体会 议内容由参展

单位自行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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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会时间 地点 金额

10月28日中午（具体待定） 三层 主会场 两江厅  60 分钟 RMB 500,000

10月29日中午（具体待定）

一层 分会场  60 分钟 RMB 150,000
 30 分钟 RMB 80,00010月29日下午（具体待定）

10月30日中午（具体待定）

★ 大会提供投影仪一台，屏幕一个，讲台麦克一个

★ 卫星会当天在大会指定位置摆放公司自行设计制作的易拉宝进行宣传

★ 参展商自行设计、印制卫星会请柬，会前交大会组委会审核，大会组委会可将请柬放入大会资

料包代为发放

★ 展商对卫星会会场的布置以不影响其他会议按时进行为宜

★ 厂商卫星会的具体日程必须在会前报请大会组委会批准

封面广告

如下价格将适用于大会出版物，不含设计和出片打样的费用，所有广告均须为彩色。

广告位置 价格

封底 RMB 30,000

封二 RMB 25,000

封三 RMB 20,000

插页双面 RMB 18,000

插页单面 RMB 15,000

大会活动

特邀欢迎招待会冠名（10 月 28 日晚间）RMB 500, 000

★ 在招待会的背板上注明“晚宴赞助 + 赞助企业名称及 LOGO”字样

★ 赞助企业 2 位领导出席招待会

★ 餐牌出现“晚宴赞助 + 赞助企业名称及 LOGO”字样

闭幕晚宴 & 专场招待会

★ 各项的餐饮、交通、场租等费全部用由公司自行负担。

★ 在欢迎晚宴的背板上注明“晚宴赞助 + 赞助企业名称及 LOGO”字样

★ 赞助企业 2 位领导出席招待会

★ 餐牌出现“晚宴赞助 + 赞助企业名称及 LOGO”字样

广告

室内-会议中心1号门两侧广告位 高4米/宽6米 RMB 30,000/个

室外-会议中心通往酒店连廊包柱 高2.3米/宽0.6米 RMB 60,000/18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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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项目 金额

大会用记事本/笔 RMB 80,000

大会代表胸牌/胸绳 RMB 150,000

大会代表资料包 RMB 200,000

大会代表礼品 RMB 200,000

* 上述内容均由组委会统一制作，标注“赞助企业名称及 LOGO”

付款方式

银行支付——人民币账户

户名：中国免疫学会

账号： 11191401040000241

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北京东单支行

* 汇款时请注明公司名称及会议名称“CSI2022”

支付条款

1、展位及赞助预定截止日期为 2022 年 8 月 1 日 

2、参展及赞助单位请认真填写申请表并签订合同

3、所有展商须在 2022 年 8 月 30 日前付清全款

协议条款

   

1、为规范展览会的秩序，理顺参展资格，对报名参加本届展览会的单位进行资质认定。

2、确认参展的单位在办理报名事项时须提供与本单位相符的和国家工商部门批准的注册 商

标。

3、参展商确保其作为主体参展，不得转让或代理第三方参展。主办单位对参加本届展会参 

展商的参展资格有最终解释权。

4、参展商须保证提供用于展览展示的资料（包括但不限于文字，图片，商标等）不侵犯任何

第三方的知识产权和其他合法权益，否则，由此给主办方带来的任何损失，均由该方承担全部赔

偿责任。

5、主办单位将在展览会期间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参展商如有贵重物品需要通宵存储，应自

行投保或聘请专业保安服务，所需费用自付。展览会期间，如无特殊情况，展品一概不得带出展

场。为保证展品安全，展览会每日闭馆时，各展位人员须等保安人员清场到本展位时方可离开。 

展览会期间，参展商不得以任何理由中途撤展，否则主办单位有权向参展商收取罚金。主办单位

只负责展览会展场保险，展品及参展人员人身、物品保险由展商自行办理。

6、凡已签署参展合同的参展商单方面要求取消展位，须书面提交申请告知主办单位，并交 

纳相应的违约金，具体金额为：2022 年 8 月 30 日之前撤出参展，违约金为其展位费的 50% ；

2022 年 8 月 30 日之后撤出参展，违约金为其展位费的 100%，即参展商所支付的全部费用一律

不退还。

7、主办单位保留因外部因素改变展览会日期和地点的权力。日期和地点改变应在一个半月前 

通知参展商，协议仍然有效。

8、参展商只可在本展位范围内进行展示宣传，不得在展场公共区域散发宣传品或纪念品。未 

经主办单位同意，不得随意悬挂或张贴广告。

9、参展商不得在展出期间以任何形式出售商品。一经发现，主办单位有权终止参展商的参展 

资格，并不退还参展商所支付的全部费用。

10、所有展品、资料和附件都必须采取必要的防火措施，并符合防火规则和建筑条例。

11、为保证展览会的顺利进行，主办单位保留颁布附加条款的权力，所有附加条款将作为协 

议的一部 分，并提供给参展商。

大会秘书处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北京东单三条 5 号 中国免疫学会（100005）

联系人：魏薇（ weiwei@csi.org.cn）

联系电话： 13911276077、010-69156451

会议网址： www.csimeeting.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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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助申请表
中国免疫学会

第十五届全国免疫学学术大会

2022年10月27日－30日  重庆

申请截止日期：2022年8月1日

申请流程：所有预定均采取先到先得原则

请填写赞助申请表→签字盖章后将word及pdf格式文件

发送至weiwei@csi.org.cn→大会组委会发送确认函

及正式合同至申请预留邮箱→签订合同→付款

联系人：魏薇（010- 69156451 ）

电子信箱：weiwei@csi.org.cn

公司名称 (英文)

公司名称 (中文)

联系人姓名 职务

手机   邮箱

预定如下项目请在相应  处划 

1. 配套赞助方案

 战略合作伙伴(RMB 100万元)  
展位号：                          

 金赞助 (RMB 50万元)  
展位号                

 银赞助 (RMB 40万元)  
展位号                

 铜赞助(RMB 30万元) 
展位号                

2. 卫星会选择  10月28日 中午   10月29日  中午 下午  10 月 30 日 中午

3. 广告位置选择
 封底 RMB 30,000  封二 RMB 25,000   封三 RMB 20,000  

 插页双面 RMB 18,000   插页单面 RMB 15,000

4. 展位预定

 RMB 800,000    展位号                 RMB 200,000    展位号                

 RMB 500,000    展位号                 RMB 150,000    展位号                

 RMB 400,000    展位号                 RMB 55,000     展位号                

 RMB 300,000    展位号                 RMB 50,000     展位号                

5. 大会项目赞助预定（如下内容请选择后请与会务组联系具体预定事宜）

大会活动
10月28日 特邀欢迎招
待会

10月30日 闭幕晚宴  其他专场招待会

其他
大会胸卡            RMB 150,000 大会用记事本/笔   RMB 80,000

大会代表资料包 RMB 200,000 大会代表礼品      RMB 200,000

广告
室内-会议中心1号门两侧广告RMB 30,000/个  左  右

室外-会议中心通往酒店连廊包柱 RMB 60,000/18个

开票信息  ※缴费后发送汇款凭证至weiwei@csi.org.cn，7个工作日内开具发票，开票内容均为会议费。

发票抬头

纳税人识别号

地址、电话

开户行及账号

开票类型 增值税普通发票   增值税专用发票

公司负责人签名                                                                                           公司印章                              

                                                            日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