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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国际 CAE模具成型技术 

(ACMT2019 蘇州年会)  
 
 

企业赞助企划书 
  

 
 

 

主办单位： 
ACMT 电脑辅助成型技术交流协会 

承办单位： 
型创科技顾问公司(Minnotec) 
东莞开模注塑科技有限公司 

日期：2019/5/28(二) 
    地点：苏州会议中心大酒店 
          (苏州市道前街 10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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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致 各位产业、学界先进及嘉宾们 

 

自从 ACMT 2010 年举办首届的【CAE 模具高校产学联年会】(CMSA2010) 开始，今年 2019 年 4 月于

东莞举办已经是第十届的年会了(ICMIT2019)。本次研讨会将于 2019 年 5 月 28 日(二)于苏州会议中心大

酒店盛大举办。 

  

ACMT 协会(台湾区计算机辅助成型技术交流协会)成立于 2004 年，源自于台湾清华大学化工系张荣语教

授所创办的 CAE 研究室，从 1989 年开始致力于塑料加工产业的技术提升，希望藉由产学研各界的技术

交流，以促进产业升级，提升塑料加工产业的发展与竞争力。为了扩大产官学研各界的技术交流深度与广

度 2017 年开始与北京化工大学杨卫民教授所带领的英蓝实验室共同举办【国际模具成型创新技术高峰论

坛】（ICMIT2017），因而也促成 ACMT 协会与中国塑料加工工业协会共同筹办的联合会议。 

 

ACMT 协会成立以来，获得产业界高度的肯定与无数的支持， 目前已有一万多名的网路会员。为了提供

各地区 ACMT 协会菁英会员更好的服务及满足想了解先进技术的需求，首次于 2018 年 12 月举办一日台

湾场年会(ACMT 会员大会)，获得许多正面回响，故将当年度最新技术以台湾、东莞、苏州三地巡回的方

式举办研讨会，内容承袭协会宗旨，提供学术与产业专业知识和技能交流的机会，致力于提供研究成果与

技术应用的发表平台。经由产官学研彼此交流与沟通，共同探讨模具成型相关产业的发展及趋势，进而创

造教育深耕及产业发展的机会。 

 

本次 ACMT2019 苏州年会年议程安排内容涵盖范围相当广泛，共有四大主题，预计有 36 场技术讲座。议

题包括模具与成型产业物联网智能工厂、LSR 液态硅胶射出成型技术、先进模具设计制造、先进注塑成型

与生产技术…等等，随着加工技术不断推陈出新，面对工业 4.0 以及智能制造的新时代，我们也广邀产业、

学术界多位学有专精之教授及产业先进来专业演讲与经验分享，内容精彩可期，预计会有 350 位与会人

员，也诚挚邀请嘉宾及会员踊跃参加。 

 

ACMT 协会特别规划数种赞助营销方案，提供厂商一个直接营销的机会，藉由展示、广告曝光等方式， 和

与会者近距离接触，藉此拓展您的贸易版图并增进品牌商誉。 此外，透过此次赞助，您还可将获得的研讨

会门票提供给您的客户，建立彼此更良好的关系。 

 

素仰 贵公司对产业贡献良多，诚挚邀请您加入这个绝佳的赞助营销机会。如蒙应允，请径与 ACMT 协会

窗口聯系。 

敬祝 商祺 
 

一、赞助邀请 

ACMT协会  
理事长 蔡铭宏 



 

http://www.caemolding.org                                                    2019/5/2 Page 4 of 8  

会议名称：2019 国际 CAE模具成型技术研讨会(ACMT2019 蘇州年会) 

英文名称：CAE Molding Solution Alliance 2019 - Suzhou 

会议日期：2019/5/28(二) 

会议地点：苏州会议中心大酒店(苏州市道前街 100 号) 

参加人数：预估参加人数为 350 人 

官方网址：http://www.caemolding.org/acmt/cmsa2019sz/ 

大会主题： 

 

  

 

 

 

 

 

 

 

 

 

 

 

 

 

 

二、大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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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国际 CAE模具成型技术 

(ACMT2019 蘇州年会) 
 会议内容：预估参加人数为 350人。 

1 天会议、36篇技术论文、四大主题、1 个大会场、4 个分会场。 

 活动议程(暂定)： 

2019/5/28(二),主会场 (上午：主会场 K) 

时间 议题 主讲人 单位 

0900 

| 

1230 

大会开幕嘉宾致词与蘇州年会报告 蔡铭宏 理事长 ACMT 协会 

射出成型创新革命:CAE趋动人工智慧在工业 4.0 应用 张荣语 教授 科盛科技 

精密智能製造夢工廠之路 朱清发 总经理 诚模精密 

中国电动汽车发展现状与趋势分析 白刚 教授 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 

新世代智慧工厂规划与管理 陈震聪 教授 同济大学 

午餐   

四个分会场 

5/28(二) 

下午 

【第一分会场(A)】 新世代模具与成型产业物联网智能工厂(7 场技术讲座) 

【第二分会场(B)】 LSR 液态硅胶注塑成型技术(7 场技术讲座) 

【第三分会场(C)】 先进模具设计与制造技术(7 场技术讲座) 

【第四分会场(D)】 先进注塑成型与生产技术 (7 场技术讲座) 

 

※ 分会场详细内容请参考： http://www.caemolding.org/acmt/cmsa2019s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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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赞助方案】 
A. 套装赞助方案 

赞助厂商享有之权利 
白金级赞助 黄金级赞助 银级赞助 

¥20,000- ¥10,000- ¥6,000- 

现场 

宣传 

赞助单位名额 【5】 【10】 【10】 

大会主海报曝光 【√】 【√】 【√】 

25分钟简报(分会场) 【2场】 【1场】 - 

赞助商展示区 

(现场洽谈/现场发放资料) 
标准展位1个 标准展位1个 标准展位1个 

免费参加研讨会名额(价值(RMB$2,000元/位) 【8位】 【5位】 【2位】 

媒体 

曝光 

贈送ACMT官方杂志CMM广告刊登(彩印)(可選刊

登月份) 
【2頁】 【1頁】 - 

活动网页内设置介绍专区，放置赞助商 Logo、公

司网址及简介(100字以内) 
【√】 【√】 【√】 

主办单位网络平台宣传文章推送(Wechat公眾號..等) 【√】 【√】 【√】 

赞助商公司Logo标列于活动相关文宣中及LOGO

连结* 
【√】 【√】 【√】 

外围 

商品 

大会手册广告(单面彩印) 【√】 【√】 【√】 

赞助商文宣品及宣传品(1种)随主办单位活动文宣*

一同发放(会议前一周寄送到指定地点*) 
【√】 【√】 【√】 

会议相关官方宣传品放置赞助商 LOGO (banner、

海报、会场入口处广告牌) 
【√】 【√】 【√】 

其他 其他赞助方式，请与主办方详谈。 

附注： 

1. 活动相关文宣包含：活动官方网站、电子报、海报、CMSA大会手册、CMM杂志等 

2. 活动电子报发送至大中华地区相关产业超过50,000笔名单。 

3. 请提供贵公司Logo(分辨率300dpi以上)与公司简介(字数100字以内)。 
 
文宣物品须于会议开始前一周寄至以下地址： 

地  址：苏州市道前街100号 (苏州会议中心酒店)   

电  话：189-1353-8117 

收件者：王玉 经理   收 

(外箱註明：1、【ACMT2019研讨会使用】注意需要写上2、【赞助公司名称】)  

备注：建议註明是要提供【入大會資料袋】或【現場展位宣傳使用】  

 

参、赞助方案 



 

http://www.caemolding.org                                                    2019/5/2 Page 7 of 8  

B. 展示摊位说明 

基本摊位设备 
品项 尺寸(CM) 数量 
接待桌 183(W) x 70(D) x 75(H) (承重约 10 kg) 1 
桌巾 - 1 
椅子 - 2 

 

摊位设备示意图 

  
 
 
 
 
 
 
 

 
C. ACMT 官方杂志广告赞助(CMM杂志) (可加选或单选) 
 

编号 广告刊登位置 
预计发行量 

(台湾 30%，大陆 70%) 
赞助金额(人民币) 说明 

C-1 杂志内页广告 (A3全彩跨页) 5000本 ¥5,600-  

C-2 杂志内页广告 (A4全彩) 5000本 ¥3,000-  

C-3 杂志版权页对页广告 (A4全彩) 5000本 ¥4,000- 独家赞助 

C-4 杂志封底里广告 (A4全彩) 5000本 ¥6,000- 独家赞助 
 

广告制作注意事项 

(请符合下列规格,以免输出质量不良影响效果) 
 

• 请将尺寸开为原始输出尺寸，将档案置于版面中央，请勿画黑色（或白色） 线框标示版面大小。  
• 所有的色彩模式请转成为 CMYK 四色（特别色亦同）。  
• 杂志尺寸为 21cm x 28.5cm(跨页为 42cmx28.5cm)，请在版面【外】预留至少 0.3-0.5 公分的出血。  
• 所有软件制作的档案，原寸之下分辨率必须为 300dpi以上。  
• 请于集档前将所有图档嵌入，以免图档遗失。 
• 请于集文件前将所有文字转外框以免缺少字形，未转外框档也请一并提供以利作业(PDF文件存盘相同) 
 

 
接待桌及椅子 

(免费提供桌子&椅子) 
可自行携带易拉宝、插线板 

(设计内容、展架须厂商自行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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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国际 CAE 模具成型技术研讨会(ACMT2019蘇州年会) 
赞助意愿表 

公司全称  

联络人姓名  联络人职称  

公司电话  手机  

E-mail  

赞助方案 

勾选 编号 项目 价格(人民币) 

 1 【会务赞助方案】-白金级赞助 ¥20,000- 

 2 【会务赞助方案】-黄金级赞助 ¥10,000- 

 3 【会务赞助方案】-银级赞助 ¥6,000- 

 4  其他赞助_________(请填写编号)  

 □本公司同意成为 ACMT2019蘇州年会 赞助厂商。 

赞助金额为 人民币 ¥_______________元。(开立技术服务收据) 
 

                                  承办人签名/公司章用印： 
                                                   日期： 
备注：□如需台币支付，开立协会收据，协会专人会与您联系。 

大陆东莞-付款资讯 

开户银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南城支行 
账号: 769905646810907 
户名: 东莞开模注塑科技有限公司 

台湾-付款信息 

户名: 社团法人台湾区计算机辅助成型技术交流协会蔡铭宏  
银行名称: 台北富邦银行 板桥分行  
银行代号: 012 
账号: 7211-2031-2676  (汇款须自付手续汇费) 

入账联系窗口(展位及赞助事宜询问) 

联络：Amber 林小姐 
电话：+886-2-8969-0409 #23  
微信 ID： mcpheelin  
邮箱：amber.lin@caemolding.org 

衷心感谢贵司的支持! 

 

肆、赞助申请表&付款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