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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全国药物滥用防治研讨会

暨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第十九届学术会议招商通知

各有关企业：

为促进我国药物滥用防治事业发展，提高我国药物滥用研究、预防和治疗水平，中国

药物滥用防治协会自1993年成立以来，已成功举办多届全国性及国际性学术会议，吸引了

来自国际、国内及港澳台地区的专家学者积极参会交流。目前“全国药物滥用防治研讨会”

已发展成为我国药物滥用领域大型权威性学术会议。多年来，我们致力为广大参会代表奉

上国际国内最新诊疗进展和前言动态，为业界同道打造一个高水平的学术交流平台，得到

了业界专家学者及参会代表们的广泛认可，为促进我国药物滥用防治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实

质性贡献。

2020年全国药物滥用防治研讨会暨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第十九届学术会议定于

2020年5月21日至22日在湖北武汉市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主办，武汉

市精神卫生中心承办，大会主题为“推动药物滥用综合防治——分级预防，精准治疗，全

面康复。”

我们诚挚的邀请各有关企业参加本次会议。届时我们将根据各企业需求提供量身定做

的企业形象展示及品牌推广服务。现将会议及参展详情通告如下：

一、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

承办单位：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

协办单位：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下属各分会、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上海市精神卫

生中心、云南省药物依赖防治研究所、广州市惠爱医院、宁波市戒毒研究中心、中国政法

大学社会学院、中央司法警官学院、新乡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北京安定医院、华佑医疗

集团、湖州第三人民医院、深圳市康宁医院等。

二、会议时间

2020年5月21至22日，5月20日报到。

三、会议地点
湖北省武汉市



四、会议主题
推动药物滥用综合防治——分级预防，精准治疗，全面康复

五、参会人员
戒毒医疗服务机构、强制隔离戒毒机构、社区戒毒、社区康复等机构医务工作者、干

警、社工以及科研院校等科研工作者。

六、会议日程

日期 时间 内容

5 月 20 日 全天 会议注册

第一天

5月 21日

8:00-8:40 早间论坛

8:50-9:20 开幕式

9:20-11:00 大会报告（1-2）

11:00-11:45 高峰论坛

11:45-12:45 午间论坛

12:45-14:00 午餐休息

14:00-17:15 专题会议&优秀论文分享

17:15-18:00 卫星会

18:30-20:00 晚餐

第二天

5月 22日

8:30-10:30 大会报告（3-5）

10:50-11:45 高峰论坛

11:45-12:45 午间论坛

12:45-14:00 午餐休息

14:00-16:00 专题会议&优秀论文分享

16:40-17:30 优秀论文颁奖及闭幕式

七、可供选择的赞助形式：

1．卫星会及主会场冠名（早、午间）论坛

2．展览展示：标准展位及空地展位

3．印刷品：论文汇编及会议手册广告页

4．会议服务项目：会议胸卡、会议笔记本及用笔、会议资料袋、矿泉水、论文集电子

存储器、冠名会议餐饮、VIP 服务。

八、参会程序



1. 填写本通知所附申请表并传回秘书处。

2. 秘书处通知申请是否接受。如接受，签署正式协议。

3. 协议签署后7日内，参展单位向大会秘书处支付协议总金额的50% 作为定金。

4. 参展单位在2020年4月30日前付清所有剩余款项。如2020年4月30日，秘书处尚未

收到剩余款项或付款凭证，秘书处将解除与相关单位签署的协议。

5.取消、更改政策：参会单位如因特殊原因无法参加会议，可以取消参会并申请退款。

申请须以书面的形式提出，其它形式一律无效。退款政策如下：

2020年4月30日前（含） 扣除协议总金额的50%， 2020年4月30日后 无退款。

付款方式 ： 银行对公转账

账户名称：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

账号：0200 2621 1902 4511 889

开户银行名称：工行北京大兴支行

九、注意事项

1．会议期间未经组委会同意，各赞助单位不可擅自张贴宣传广告、举办新产品发布会

及宴请等活动。

2．本招商目录所涉具体或未尽事宜可与大会秘书处联系

3．所有招商赞助联系与洽谈事宜截止日期为 2020年 3 月 31 日。

十、联系方式

联系人：回冉冉

联系电话：01067153663 13661193905（手机）

电子信箱：cadapt@vip.163.com

附件：1.企业参会价格

2.企业参会须知

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

2019年 10月 22日



2020年全国药物滥用防治研讨会

暨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第十九届学术会议企业参会项目价格

一、卫星会及冠名论坛
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邀请各参展单位在会议期间举办卫星会或冠名论坛。卫星会或

冠名论坛是对会议学术内容有益的延展和补充，旨在向参会人员介绍举办单位在药物滥用

防治研究与治疗领域的新发现、新理念、新技术等。为了保证质量，申请举办卫星会或冠

名论坛的单位必须在申请时提交日程供组委会审核并批准。

卫星会时间段：

冠名论坛

价格：80000元/场，每场时长不超过1.5小时。

冠名论坛与学术日程同步举行，不占用大会时间段。

卫星会与冠名论坛价格包含

 会场场租费

 会议统一用餐

 会场统一标准的设备（12000流明以上多媒体投影仪）

 在会议网站上公布日程

 在会议指南中刊登日程

 会前以电子邮件形式向参会代表发布信息

 4个免费参会名额

举办申请

希望举办卫星会或冠名论坛的单位必须在2020年2月28日前向秘书处提出申请并提交

日程，由秘书处送大会学术委员会审批决定是否接受申请。提交的申请需包含以下内容：

 题目

时间 价格 场地 说明

5月21日 08:00-8:40 150,000元/场 大报告厅 独家

5月21日 11:45-12:45 100,000元/场 大报告厅 独家

5月21日 17:15-18:00 60,000元/场 分会场 共6场

5月22日 08:00-08:50 120,000元/场 大报告厅 独家

5月22日 11:45-12:45 60,000元/场 分会场 共5场



 希望举办的时间段

 议程

 内容描述

审核原则

大会学术委员会将根据以下原则对申请进行审核并决定是否接受申请：

 主题与会议日程的关联程度

 学术质量（讲者资质、内容深度、组织形式，等等）

 申请单位对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工作的支持

审核确认

会议秘书处将于2020年2月28日后正式通知审核结果，以及日期、时间与会场安排。

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对审核结果有最终解释权。

会议及冠名论坛助展管理

联系人：回冉冉

电话：13661193905

邮箱：cadapt@vip.163.com

二、展览展示
大会附设展览的目的是为参展单位提供展示新成果、新理念和新发现的机会，从而帮

助参会代表获取有助于其工作的知识和信息。会议期间参展商不得在展位或展厅内销售物

品。违规参展商将被强行撤离展览，大会将不退还任何款项。

二、印刷品

项目 描述 价格

标准展位

三面分隔墙(高2.45米)

眉板字

展位地毯布置

一个咨询台

两把椅子

两盏射灯

220V电源插座一个

50000元/ 9平方米

空地展位

四面通道

电源接口一个

最小预订面积：18平方米

50000元/ 9平方米



项 目 数量 价格

 论文汇编

封底 1 20000元

封二 1 15000元

封三 1 10000元

单面插页 10 10000元

双面插页 5 8000元

会议指南

封底 1 25000元

封二 1 20000元

封三 1 15000元

单面插页 10 10000元

双面插页 5 8000元

三、会议服务项目：

1、会议胸卡（独家）

数量：600套

价格：20,000元（含胸卡的制作费和印刷费)

回报：胸卡背面刊登赞助单位标志及企业二维码

2、会议笔记本及用笔（独家）

数量：600套

价格：10,000元（厂商可自行定制）

回报：笔记本及笔上印制会议名称及资助单位名称、logo或产品标识

3、会议资料袋（独家）

数量：600个

价格：30,000元（厂商可自行定制）

回报：包上除正面印刷大会名称外，其余位置可印刷资助单位名称和logo

5、代表饮用矿泉水（独家）

数量：4,000瓶

价格：16,000元（厂商可自行定制）

回报：矿泉水瓶上印刷会议名称及资助单位标识

6、论文集电子存储器（独家）

数量：600个



价格：40,000元（厂商可自行定制））

回报：存储器上印制会议名称及资助单位标识，内附企业电子版介绍资料及会议

论文。

7、冠名会议餐饮

（1）欢迎晚餐：60桌

价格：240,000元

回报：可根据需求制定宣传方案

注：所有活动流程及节目内容需经大会秘书处审核。

（2）午、晚餐

价格：250,000元

回报：餐券背面标识，企业品牌墙突出展示并附介绍、会议手册宣传插页一

张、会议官网企业展示位一个。

注：所有宣传内容需经大会秘书处审核。

（3）茶歇

价格：80,000元

回报：茶歇区背景展示，附赠企业展示台一个。

注：所有宣传内容需经大会秘书处审核。

8、VIP服务

对象：会议重要嘉宾及外宾

价格：20,000元（经会议秘书处许可后，厂商自行安排）

展位、印刷品及会议服务助展管理：
联系人：张海英

电话：13911969626

邮箱：cadapt@vip.163.com

大会秘书处

2019年10月22日



学术会议企业参会须知

免责声明

根据惯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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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

情、政府管制、展馆的毁坏等，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有权保留部分参展金额用于支付前

期筹备工作产生的费用。

资格审核

首次申请参加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学术会议附设展览展示的单位均须提交详细的公

司信息，其产品的开发与治疗原理必须符合学会倡导和秉持的理念与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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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使用闪光灯。

各参展商不得在会议结束前挪动或关闭展位。

未经批准各参展商不得在展位内举行各类抽奖、游戏、比赛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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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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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由参展商承担相关的损失费用。

参展商在搭建展位时，必须注意不得破坏公共设备。如造成损坏，参展商必须支付损

失费用。

消防规定

所有参展商必须遵循当地公安部门与场馆的消防规定。对违反消防规定及拒不执行规

定的参展商，消防单位将有权拆除其展位，并处以罚款。

会议展位原则上由组委会统一搭建。如参展单位选择自行搭建，须在2020年5月10日

前将搭建方案，包括设计图纸、搭建材料、用电等交由会议指定的负责展览管理的供应商

审批，获得批准后，须严格按照审批的方案搭建，不得自行改动，在搭建期间接受监督检

查。未获审批不予入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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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厅内不准出现明火，不准抽烟。

保险

秘书处建议各参展单位为其展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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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参展单位因未购买保险而造成损失的，大会一律不承

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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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70分贝的大功率音箱，

在大会进行期间禁止大声喧哗及播放高分贝音视频设备，届时、场内均有巡视人员监督。

废物清理

在布展、展示与撤展期间，使用的包装及建筑材料不得堵塞展览通道、影响通行。展

览结束时，各参展单位必须按照撤离时间表在规定的时间内从现场清除所有的材料，包括

客户展位中使用的双面地毯胶带。

秘书处或场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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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向被清理展位收取垃圾管理费用。

转租展位

参展单位一律不得将其展位转租给任何其它第三方，并不得与任何第三方共享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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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品

所有参展的展品必须符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或相关政府机构的规定，如展品

尚未获得批准上市，必须如实告知参观展位的观众，并在展品上明确注明：“尚未上市或

等待政府批准”。违规参展商将被强行撤离展览，在这种情况下，大会将不退还任何款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