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超快现象与太赫兹波国际研讨会(ISUPTW 2020)赞助方案 

超快现象与太赫兹波国际研讨会(ISUPTW)为加强世界范围内的研究人员之

间的合作，促进超快和太赫兹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平台。从 2002 年开始，

为期两年的研讨会在北京、上海、南京、天津、西安、武汉、重庆、长沙等地举

行。第十届 ISUPTW2020 会议时间为 2020 年 9 月 26-29 日，地点在成都环球洲

际大酒店。 

大会主席： 

李泽仁,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大会共主席： 

Xi-Cheng Zhang,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USA 

李儒新，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程序委员会主席： 

朱礼国，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主办单位：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协办单位： 

《中国激光》杂志社有限公司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流体物理研究所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应用电子学研究所 

技术支持单位： SPIE 

执行承办单位：中国激光杂志社 



Topics of program (including, but are not limited to): 

Forum: Young Scientists Forum 

1. Tutorials on ultrafast phenomena and terahertz waves;

2. Meeting with editors of top optics journals and terahertz books;

3. Discussion on terahertz future with young scientists;

Symposium I: Terahertz science and technology 

1. THz integrated device;

2. THz generation, propagation and detection;

3. THz phenomena under extreme conductions;

4. THz novel materials, including spintronics, and metastructures;

5. THz novel technology;

6. THz modulation, communication and imaging;

7. Application of THz wave on biology, medicine, material,

environment, etc.; 

Symposium II: Ultrafast phenomena 

1. Ultrafas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 Ultrafast phenomena in micro and nano-structures;

3. High-speed diagnosis, high-speed imaging, and high-speed data

processing etc.; 

4. High-field physics and attosecond science;

5. Ultra-high intensity laser and its application.

此次学术盛会将吸引三百余位参会人员，包括来自国内的高校和研究所 、

国外的高校和研究所和国内外的相关企业。 

为促进产学研相结合，学术会议多元化，我们诚邀您参与此次会议同期的

产品展示以及其他赞助项目，具体项目及报价如下： 



赞助权益 钻石赞助 铂金赞助 金牌赞助 银牌赞助 铜牌赞助 

列为会议协办单位 √ 

列为会议致谢单位 √ 

会刊封底广告 √ 

冠名会议颁奖晚宴 

2 选 1 半天 workshop 免费场地 

会议纪念品赞助 

2 选 1 
冠名优秀学生论文奖 

会刊封三彩色整版广告 √ 

2 选 1
冠名优秀张贴海报奖 

3 选 1 
胸牌吊带广告 

资料袋单面广告 

茶歇冠名赞助（限 3 家） 

2 选 1 大幅快展海报（限 3 家） √ 

A4 大小产品三折页夹带 √ √ √ 

免费参会名额 5 4 3 2 1 

免费晚宴名额 5 4 3 2 1 

标准产品展示（1.8*0.4m） 2 2 2 1 1 

展示桌背后背景布(2*2m) √ √ √ √ √ 

会刊内页彩色整版广告 √ √ 

会议网站赞助单位链接 √ √ √ √ √ 

赞助金额 10 万元 6 万元 4 万元 2.5 万元 1.8 万元 



钻石赞助权益明细（10 万元） 

1、赞助单位列为会议协办单位，logo 在所有宣传资料支持单位栏显示。 

2、 会议颁奖晚宴冠名，赞助商代表在晚宴开始前致辞 1 分钟。晚宴餐单定制设计。

赞助商可以在会议报到当天开设半天专场的 Workshop，议题及报告由赞助商自行安排，

场地及茶歇费用由主办方支付，餐费需代表自理。（二选一）。 

3、会议纪念品赞助，加印公司 logo。冠名优秀学生论文奖，颁奖。（二选一） 

4、 会场外设立大幅快展海报，画面尺寸 3*4m，内容由赞助商设计，主办方负责制作，从注

册当天开始放置在会场显著位置。 

5、 享有 5 个免费的参会名额。

6、 享有 5 个免费的颁奖晚宴名额。

7、 享有 2 个连续的企业展示位，单个展桌尺寸是 1.8*0.4m。单个展位展商背景画面 2*2m，

由赞助商自行设计，主办方统一制作安装，赞助商亦可自行搭建特装，光地面积 2*6m。

8、 会议网站根据赞助商级别显示公司 logo 链接。

铂金赞助权益明细（6 万元） 

1、赞助单位列为会议致谢单位，logo 在所有宣传资料协办单位栏显示。 

2、会议日程封三彩色整版广告，大小 210*285mm。 

3、参会代表胸牌吊带广告/参会代表资料袋单面广告，赞助商提供素材，主办方统一设计，

双方审核无误后制作或冠名优秀张贴报告奖。（三选一）。 

4、 参会代表资料袋中放置公司产品宣传三折页，单面大小不可以超过 210*285mm，赞助商

自行设计制作后在参会前快递到主办方指定地址。 

5、 享有 4 个免费的参会名额。

6、 享有 4 个免费的颁奖晚宴名额。

7、 享有 2 个连续的企业展示位，单个展桌尺寸是 1.8*0.4m。单个展位展商背景画面为

2*2m，由赞助商自行设计，主办方统一制作安装。

8、 会议网站根据赞助商级别显示公司 logo 链接。

金牌赞助权益明细（4 万元） 

1、会议茶歇冠名赞助，在茶歇显著位置摆放致谢赞助商铭牌，尺寸为 60*80cm。 

会场外设置 2*2m 海报，用于宣传公司产品及形象。（二选一）。 

2、享有 3 个免费的参会名额 

3、享有 3 个免费的颁奖晚宴名额。



4、享有 2 个连续的企业展示位，单个展桌尺寸是 1.8*0.4m。单个展位展商背景画面为

2*2m，由赞助商自行设计，主办方统一制作安装。

5、会议日程内页彩色整版广告，210*285mm 大小。

6、会议网站根据赞助商级别显示公司 logo 链接。

银牌赞助权益明细（2.5 万元） 

1、 享有 2 个免费的参会名额。

2、 享有 2 个免费的颁奖晚宴名额。

3、 享有 1 个企业展示位，单个展桌尺寸是 1.8*0.4m。单个展位展商背景画面为 2*2m，由

赞助商自行设计，主办方统一制作安装。 

4、 会议日程内页彩色整版广告，210*285mm 大小。

5、 会议网站根据赞助商级别显示公司 logo 链接。

铜牌赞助权益明细（1.8 万元） 

1、 享有 1 个免费的参会名额。

2、 享有 1 个免费的颁奖晚宴名额。

3、 享有 1 个企业展示位，单个展桌尺寸是 1.8*0.4m。单个展位展商背景画面为 2*2m，由

赞助商自行设计，主办方统一制作安装。 

4、 会议网站根据赞助商级别显示公司 logo 链接。

会议网址：http://www.isuptw.com/ 

赞助联系方式： 

isuptw@siom.ac.cn   021-69912922 

http://www.isuptw.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