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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程安排

简介
车车身新材料和新工艺的应用，塑料零部件正凭借其质量轻、设

10 月 18 日会议（全日）
10 月 19 日参观一汽工厂（半日）

计空间大、成本低、可循环利用、性能优异等独特优势，逐渐取

地点

代金属材料成为汽车领域涵盖动力、车身、底盘和内饰件四大系

长春开元名都大酒店

近年来，由于汽车安全、节能、环保主题的研究深入以及汽

统的最佳材料选择，被业界所高度认同和重视。
另一方面，随着国家环保部门针对控制乘用车内空气 VOC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相关新规定的出台，消费者对于车内空气
污染倍加关注，汽车厂商对车内饰，零部件材料和空气检测的要
求随之提高，原材料应用及生产工艺面临着严峻考验。
应市场需求及业界关注热点，香港雅式集团旗下刊物--《中
国塑料橡胶 CPRJ》与一汽集团合作，拟于10月18-19日在吉林
省长春市举办“2012 CPRJ 汽车轻量化与VOC车内空气质量
技术研讨会”，邀请整车企业、零部件制造企业、车用塑料原料
供应商、材料制造设备厂商及业内专家，共同探讨新型材料的开
发和应用及车内空气检测、净化产品及技术的解决方案，帮助企
业及时把握行业最新信息及技术。

初拟议题:
 车用塑料的国内外现状与轻量化发展前景
 中国高性能材料应用市场前景分析
 汽车座椅骨架轻量化材料和加工过程
 玻纤增强塑料在车身、内外饰结构件的应用
 汽车油箱及管路系统成型技术
 汽车车内空气污染状况、对策及《指南》
《方法》
解读
 内饰件对汽车空气质量影响以及案列分享
 低 VOC 聚甲醛的开发及在汽车上的应用
 汽车内饰 VOC 材料解决方案
欢迎赞助商提交意向演讲主题。

特邀专家: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规划部副部长：田洪福
 上海环境科学研究院大气环境研究所副所长：钱华
 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技术研究院院长：汤望
 德国机动车监督协会(DEKRA) WIT 中国区总经理：罗安杰
 美国国际汽车工程学会顾问：李大华

拟邀听众:

 中国合成树脂供销协会秘书长：郑垲

‧ 江淮汽车

‧ 丛林汽车

‧ 上海汽车

 江森自控中国区座椅和精益工程总监：赵丹

‧ 北奔重型汽车

‧ 通用汽车

‧ 晟通科技

 上海塑料行业协会副会长：刘景芬

‧ 北京汽车

‧ 美国橡树岭国家

‧ 天津一汽夏利

赞助商:

‧ 北京现代汽车

实验室

‧ 北京中材汽车

‧ 南京汽车

‧ 北京欧曼重型汽车 ‧ 南京依维柯汽车
‧ 奇昊汽车系统
‧ 比亚迪汽车

‧ 扬州亚星客车
‧ 一汽铸造
‧ 长安汽车
‧ 长城汽车

‧ 德国宝马

‧ 奇瑞汽车

‧ 吉利汽车

拟邀赞助商:

‧ 东风汽车

‧ 汽车轻量化技术

‧ 宇通客车

阿科玛、奥升德、百科、宝理塑料、德塔颜色、杜邦、帝

‧ 泛亚汽车技术中心

斯曼、帝人化成、富强鑫、泰科纳、苯领高分子材料、亚

‧ 江铃汽车

‧ 陕西重型汽车

‧ 凌云工业

‧ 和达汽车配件

太兴、浙江俊尔、长龙化工、中塑新材料 等

创新战略联

‧ 长安铃木
…
更多听众邀约中。

研讨会赞助机会
钻石级赞助方案 (第 1-10 项)……………………….…………………………….…………… RMB 56,000
铂金级赞助方案 (第 3-10 项)…………………………....………………………….….….……R
RMB 42,000
黄金级赞助方案 (第 4-10 项)……………………………..………………….…….….…….… RMB 28,000
#

项目内容

Package

1.

主题演讲（30 分钟/节）

2.

“研讨会回顾”内新闻报道 - 刊登于 CPRJ 12 月/1 月刊内

3.

全页广告文章 - 刊登于 CPRJ 10 月/11 月刊内(ROP)

4.

全页广告文章 - 刊登于 CPRJ 12 月/1 月刊内(ROP)

5.

全页广告 – 刊登于研讨会会刊内 (ROP)

6.

商标展示 – 赞助商名称和标志列在所有宣传资料上（包括刊物，网站，电邮和现场宣传等）

7.

与会听众名单 - 含联系方式（于会后提供）

8.

免费参会名额（两位） – 包含讲义、用膳及参观费用

9.

展示/咨询台一个，于会场内指定位置摆放

10.

公司宣传册/单张附于讲义夹内派发 (不超过 A4 尺寸 或 60 克重)
晚宴冠名赞助…………………...... RMB 40,600

茶歇时段赞助……………………R
RMB 17,500

午宴冠名赞助…………………...... RMB 31,500
1.
2.
3.
4.

#

享有以上第6-10项;
赞助商开宴欢迎致辞（1分钟）;
每桌餐台放置赞助商商标展示;
迎宾台放置赞助商公司宣传册

1. 享有以上第6-10项;
2. 茶点招待台放置赞助商商标展示;
3. 现场放置赞助商公司介绍广告板

不含演讲时段的赞助项目

价格

11.

现场派发公司宣传资料/纪念品

RMB 2,450

12.

易拉宝广告一个，客户自行准备，于会场指定位置摆放

RMB 2,450

13.

全页广告文章 - 刊登于 CPRJ 10 月/11 月刊“研讨会预览”内

RMB 20,810

14.

晚宴抽奖赞助

15.

展示台/咨询台一个，于会场内指定位置摆放

16.

参会名额– 包含讲义、用膳及参观费用

RMB 14,000 或等价值奖品
RMB 15,400
RMB 2,500 / 位

欲了解更多研讨会详情及订制赞助方案，请联系我们。
联系我们:
香港总部
电话:
传真:
电邮:

+852 2811 8897
+852 2516 5119
cprj@adsale.com.hk

北京
+86 10 5129 3366
+86 10 6440 3991
info@bj.adsale.com.hk

网站: www.AdsaleCPRJ.com
CPRJ 媒体介绍: www.AdsaleCPRJ.com/MediaKit

上海

深圳

+86 21 6469 1170
+86 755 8826 5060
+86 21 6469 1180
+86 755 8232 6252
media@sh.adsale.com.hk media@sz.adsale.com.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