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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欢迎辞 

尊敬的各位优秀企业:  

亚洲心血管影像学会（the Asian Society of Cardiovascular Imaging, ASCI）

成立于 2006 年 4 月 29 日，是国际心血管影像领域权威的学术团体机构。ASCI

致力于国际化学术交流、心血管影像前沿技术分享以及提高亚洲心血管影像的科

研技术水平，每年举办一届学术年会，2018年已是第十二届。 

ASCI第十二届组委会定于 2018年 8月 16日至 8月 18日，在国家会议中心举办

第十二届学术年会。论坛的主题是“心血管影像与一带一路”。届时将邀请亚洲

心血管影像学会（ASCI），以及 SCCT国际知名专家和国内知名专家授课，重点讲

述心血管影像的临床应用技术和科研等最新进展，回顾与点评该领域最重大的科

研成果。2018年 ASCI年会将继续设立“最佳青年研究者奖”评选与颁奖。本次

大会为国际学术交流会议，交流语言为英文，为方便国内同道参会交流，大会配

备了同声翻译，以便国内同道聆听，为年轻的医务人员深入的吸收 ASCI 年会的

精华提供方便。 



大会的成功召开需要各界同仁的支持和参与，优秀企业的大力支持更是能让大会

锦上添花。盛夏的北京，散发着迷人的气息，展示着古典和现代元素的完美结合。

让我们共同努力谱写心血管影像的新篇章！ 

 

亚洲心血管影像学会（ASCI） 

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 

国家卫生计生委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心 

 

 

 

2、会议基本信息 

会议日期：2018年 8月 16日 – 18日 

会议地点：国家会议中心 

主办单位：亚洲心血管影像学会（ASCI）、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国家卫生计生委

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心 

网址：http://www.scctchina.org/asci2018/cn/ 

E-mail：asci2018@scctchina.org 

组委会联系人：高扬 15901044772 任心爽 13121956625 侯志辉 15011451210 

会务联系人：于娟 01088393928 信心小雨 01088393883 

 

3、会议日程 

会议日程请参见网址： http://www.scctchina.org/asci2018/cn/programs.html 

 

 

4、赞助方案 

 

白金赞助商（30 万） 

http://www.scctchina.org/asci2018/cn/
http://www.scctchina.org/asci2018/cn/programs.html


1. 免费展位一个（展位面积 1.8m＊2.0m） 

2. 冠名卫星会一场 

3. 免费会场与分会场易拉宝展示六个（每个尺寸 0.8m＊1.8m，企业自行设计、制作） 

4. 专家 VIP休息室摆放易拉宝 1个（每个尺寸 0.8m＊1.8m，企业自行设计、制作） 

5. 答谢赞助商背景板放企业 LOGO（企业提供 ai图，大会制作） 

6. 会场外道旗指示企业 LOGO（企业提供 ai图，大会制作） 

7. 会议日程手册广告一页（企业提供 ai图，大会制作） 

8. 酒店房间内摆放阅览资料或放置问安卡一份（资料企业自行准备） 

9. 资料袋内的资料分发（资料企业自行准备） 

10. 视情况考虑冠名晚宴一场。 

 

金牌赞助商（20 万） 

1. 免费展位一个（展位面积 1.8m＊2.0m） 

2. 冠名卫星会一场（视会场安排情况而定） 

3. 免费会场、分会场易拉宝展示位置六个（每个尺寸 0.8m*1.8m,企业自行设计、制作） 

4. 答谢赞助商背景板放企业 LOGO（企业提供 ai图，大会制作） 

5. 会议专用记事本 LOGO（企业提供 ai图，大会制作） 

6. 酒店房间内摆放阅览资料（资料企业自行准备） 

7. 最终会议日程手册广告一页（企业提供 ai 图，大会制作） 

8. 资料袋内的资料分发（资料企业自行准备） 

 

银牌赞助商（15 万） 

1. 免费展位一个（展位面积 1.8m＊2.0m） 

2. 免费会场和分会场易拉宝展示位置 4 个（每个尺寸 0.8m＊1.8 吗，企业自行设计、制

作） 

3. 答谢赞助商背景板放企业 LOGO（企业提供 ai图，大会制作） 

4. 会议日程手册广告一页（企业提供 ai图，大会制作） 

5. 资料袋内的资料分发（资料企业自行准备） 

6. 会议专用手提资料袋 LOGO（企业提供 ai 图，大会制作）（袋身为左右两侧可各印制两



家赞助商 LOGO） 

7. 可重复使用会议文件夹 LOGO（每位代表两套）（企业提供 LOGO的 ai图，大会制作） 

 

铜牌赞助商（10 万） 

1. 免费展位一个（展位面积 1.8m＊2.0m） 

2. 免费会场和分会场易拉宝展示位置 2个（每个尺寸 0.8m＊1.8m，企业提供 ai图，大会

制作） 

3. 答谢赞助商背景板放企业 LOGO（企业提供 ai图，大会制作） 

4. 会议最终日程手册广告（企业提供 ai图，大会制作） 

5. 纸质会议文件收纳信封袋 LOGO（每位代表二套）（企业提供 ai图，大会制作） 

6. 资料袋内的资料分发（资料企业自行准备） 

 

5、回馈细则 

回馈细则 

ASCI 第十二届年会提供多种供企业、公司展示自己的机会。不管公司预算如何，相信您肯

定可以从大会提供的这么多方式中找到 

一种合适自己公司的宣传和广告机会。 

1. 展览 

展览地点：国家会议中心 E区 

展览时间表： 

展台搭建：2018 年 8 月 15 日 

展览时间：2018年 8月 16日 - 8月 18日 

撤展时间：2018年 8月 18日 

参展人员胸卡及参展人员注册： 

免费参展人员胸卡 

大会将根据参展单位预订的展位数量给予该单位一定数量的免费参展人员胸卡，参展人

员必须佩带胸卡后方能进入大会展区。 

参展人员住宿： 

ASCI 年会将会为大会的与会代表预订一定数量的酒店用房，若与会厂商的参展人员亦



有住宿需求，可以联系大会秘书处，我们将根据实际的预订情况给公司预留房间。 

2. 卫星会议 

SCCT2016 为参会企业提供举办卫星会的机会，卫星会议室对大会正式学术内容的扩展和补

充，在历届大会上深受参会代表欢迎。 

3. 会议指南 

包括会议详细日程、会议主讲嘉宾介绍、会场平面图、会议服务介绍、参会企业简介、展览

平面图等内容。 

印刷数目：700 本 

 

 

6、参展规定 

参展规定 

◆ 免费声明 

根据国际惯例，如会议因不可抗拒的原因被迫延期或取消，包括但不限于地震、洪水、展馆

的损坏等，大会组委会有权保留部分参展金额用于支付前期筹备工作产生的开支。 

◆ 广告 

参展企业在会议任何刊物上刊登的广告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广告的法律及有关规

定。违法违规刊登广告的，大会组委会将报有关监管机构，由监管机构进行处理，同时大会

组委会保留采取进一步行动的权利。 

◆ 展位规定 

展览期间所有展位均须由参展单位的工作人员看守 

◇ 未经秘书处批准，参展单位不得在各自的展位内安置对其临近展位造成阻碍或遮挡光线

的背景板。 

◇ 未经批准，各参展商不得在展位外散发各类资料，展位内不得使用高分贝音响，影响其

它展位，不得使用闪光。 

◇ 各参展商不得在会议结束前挪动或关闭展位 

◇ 未经批准各参展不得在展位内举行各类抽奖或比赛活动 

◇ 参展商不得在其展位内的三面墙上安置任何钉类、胶类或螺丝类东西以造成墙面损害，

若有此行为，必须由会场内管理人员清理墙面，一切损失和相关费用均由参展商支付。 



◇ 展览期间，若由参展商或其雇员或代理机构工作人员的过失而造成公共物品损失的，均

由参展商支付相关的损失费用。 

◇ 参展商在搭建展位时，必须注意不得破坏公共设备。万一造成损坏，参展商必须支付损

失费用。 

◆ 消防规定 

◇ 所有参展商必须遵循以下消防规定。对拒不执行规定的参展商，消防单位将有权拆除其

展位，并处以罚款。 

◇ 展位的搭建用品必须为不易燃易爆材料，展厅内一律不得使用高压和电子高热物品，如

高压水银灯和电熨斗等。展厅内不准抽烟。 

◆ 保险 

秘书处建议各参展单位为其展牌、个人物品购买保险以抵抗由于火灾、偷窃、破损以及其它

危险行为而造成的损失。对于参展单位因为未购买保险而造成损失的，会议一律不予承担。 

◆ 展位付费 

未付清展位费用全款的参展单位不得将展品运至展厅或附近区域。 

◆ 噪音 

为了保持展厅的秩序，各参展单位一律不得在展位内安装分贝超过 70的大功率的音响。 

◆ 废物清理 

在布展及撤展期间，使用的包装及建筑材料不得堵塞展览通道。展览结束时，合同单位必须

按照撤离时间表在规定的时间内从现场清楚所有的材料，包括客户展位中使用的双面地毯胶

带。秘书处有权就清除过多的废物，包括但不限于展位大件垃圾、板箱、纸箱、包装材料或

印刷品，而向有关单位收费。 

◆ 转租展位 

参展单位一律不得将其展位转租的任何其它第三方，一个展位不得与任何第三方共享。 

◆ 食品和饮料 

未经批准，任何参展商不得在展厅内散发食品或饮料。 

◆ 销售产品 

未经批准，参展商不得在展位或展厅内销售任何物品。违规参展商将被强行要求撤离展览，

会议将不退还任何款项。 

◆ 展品 

所有参展的展品必须符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或相关政府机构的规定，如展品尚未获得



批准上市，请在展品上明确注明：“尚未上市或等待政府批准”。违规参展商将被强行要求撤

离展览，在这种情况下，会议将不退还任何款项。 

 

 

 

7、参会流程 

参会流程 

◆ 参会程序 

2018年 4月 2日至 2018年 5月 11日与组委会联系,并签署正式协议。 协议签署后 7日内,

参会企业向大会组委会支付协议总金额的 50% 作为定金。 参会企业在 2018年 6月 30日

前,付清所有剩余款项。如在 2016年 6月 30日,组委会尚未收到 剩余款项,组委会有 

权解除协议,并处以全额罚款。 

◆ 取消、更改政策 

参会企业如因特殊原因取消展位、卫星会、广告或其它项目，须以书面的形式向秘书处提交

申请，通过其它形式取消一律不予受理。 

◆ 退款政策 

2018 年 6 月 30 日前扣除协议总金额的 50% 作为罚金,2018 年 7 月 1 日起无退款。 

◆ 付款方式 

◇ 付款负责人：  

联系电话：  

◇ 银行转账信息：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行：  

附言：亚洲心血管影像学会（ASCI）第十二届年会 

注: 由于开具发票只能使用汇款人的名称做发票抬头,请务必让报销单位以单位名义通过银

行汇款,不要以个人名义通过银行汇款。汇款成功后 , 请将汇款凭证 Email 到 ：

asci2018@scctchina.org 

◇ 支票形式 



请将支票直接交至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北礼士路 167号阜外医院新大楼 3楼核算科。 

◇个人付费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期待您的加入： 

网址：http://www.scctchina.org/asci2018/cn/ 

E-mail: asci2018@scctchina.org 

组委会联系人： 

高扬 15901044772 任心爽 13121956625 侯志辉 15011451210 

会务联系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