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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MTC 

Moldex3D 全球技术论坛（MTC）每年集结国际间塑胶制造工
程的领袖专家，专注于最新的科技研发、技术讨论，和产业趋
势交流。MTC 是个专业交流平台，聚焦塑胶工程从业人士最在
乎的产业实务问题，让与会者能够获取极具价值的技术资讯，
并建构塑胶产业的专属人脉网络。 

诚挚邀请您加入 MTC 2019 的赞助商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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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C 来宾证言 

“这场活动是Moldex3D的全体成员的骄傲！MTC 2018不论在技术应用或是 

研发创新层面，都非常专业且具备高度，我很感谢能有这个机会来参与。” 
–Dr. BELEZNAI Róbert, Bay Zoltán 

“感谢这场论坛带给我的宝贵启发，我的学生也非常喜欢这场活动， 

我们在这里得到很多扩大人脉、交流最新趋势的机会。”  

– Dr. Andreas Wonisch, BASF 

“MTC 2018的议程非常有意思，讲师也都非常专业。论坛也办得很有组织性，

Moldex3D显然已经做到最好。谢谢！” 
–Dr. BELEZNAI Róbert, Bay Zoltán 

“我不得不说，MTC呈现的高度令我大为惊艳。整场活动是其他同类型研论坛 

难以达到的完美演出。MTC无疑是最具组织且高水平的论坛，希望Moldex3D 

能够继续举办这样的活动。 ” 
–Przemysław Narowski, Dr. Schneider 

“论坛上的每个细节都很完美，看得出Moldex3D对这场活动投注的心力。工作

人员都很亲切、愿意提供协助；活动的小礼物也很棒，我特别喜欢贴纸的部分。 

希望以后我参加的研讨会都可以是这种层级的。谢谢你们带给我的难忘经验。” 
–Bernadett Spisák, Bay Zoltán 

“参观摊位就可以获得小礼物的想法真棒！这真的有助于大家互相交流。茶歇时间

让与会者跟摆摊的厂商在同一个空间喝咖啡、吃点心，也是很好的促进交流的方式。” 
–Solymossy Balázs, Robert Bosch K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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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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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届 MTC 回顾 

400+  
专业人士 

  25+  
国家 

 20+  
赞助商 

10+  
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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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会者资料 

MTC 是一锁定塑胶工程领域 专业人士 的国际型
研讨会，与会者来自25个不同的国家，且超过半
数具备工程背景或在企业内担任管理要职。 

5% 总经理 /工厂负责人 / 
高阶主管 

12% 业务营销 

4% 学术机构 

与会者 
职能分布 

46% 应用工程师 

33% 资深经理人及关键 
决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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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C为何值得您投资？ 

 可触及塑料工程专业领域200+的与会者，其中包括关键决策
者、产品工程师、设计师和模具制造商等等。 

 透过活动前、活动中和会后的营销，推广产品、提升您的品牌
能见度。 

 借助Moldex3D的人脉网络，在业界打开知名度。 

 向世界知名企业展示您的产品，开拓新市场。 

 与来自领导企业的顶尖专家相互切磋，汲取产业新知与数值模
拟创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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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销曝光机会 

5+ 全球电子报 

50+ 社群平台推文 

活动官方网站 

2 支会议宣传影片 

新闻稿 

会议手册 

电子月刊 

Moldex3D 社群平台 :  
Google+, YouTube, LinkedIn, Facebook, Twitter, WeChat, 
Wei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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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助级别 

级别 费用 (CNY) 

白金级 30,000 

黄金级 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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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助权益 

项目 
白金级 

30,000 CNY 
黄金级 

15,000 CNY 

免费注册名额 4 2 

摊位摆摊 ✔  
*优先选位 

✔  
 

品牌曝光 
• 活动页面 Logo (连结至赞助商官网) 露出 
• 会前、会后电子报 Logo 露出 
• 大会简报Logo露出 (报到、感谢页面) 
• 新闻稿列名 
• 大会电子手册Logo露出 
• 大会识别证Logo露出 

✔ ✔ 

大会报到签名背版 Logo 露出 ✔ ✔ 
集点活动 
透过此活动可将人潮吸引至您的摊位 ✔ ✔ 

社群平台推文 
WeChat, LinkedIn, Facebook, Twitter, Weibo etc. 

专文 合辑 

演讲机会 ✔ 
 *数量有限 

大会电子手册广告页面 半页广告 

开场介绍特别列名 ✔ 

提供行销宣传品(乙份) 
置于大会报到袋内，行销宣传品可以是产品型录或赠品 ✔ 

* 因名额限制，所有赞助方案采先送先审制。若您选择的赞助等级已无名额时，Moldex3D
将主动与您联系，并尽可能提供协助。 

* 行销宣传品需在 2019/6/10 (一) 前自行寄送至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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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曝光机会 

宣传时段 内容 CNY 

午餐时间 
于午餐时段大量露出赞助商Logo，并摆设易
拉宝介绍 贵公司/产品 
*每个午餐时段只接受一家赞助商 

10,000 

茶歇时间 
可于茶歇时段拨放一支4分钟内的影片介绍 贵
公司/产品，并在该时段大量露出赞助商Logo 
*每个茶歇时段只接受一家赞助商 

5,000 

餐前酒时间 
餐前酒将在会议第一天议程结束后举行，赞助
商Logo将于会场、酒瓶等物品大量露出 

5,000 

大会识别证赞助 
于大会识别证上露出 贵司Logo、公司/产品
资讯 
*名额有限，采先送先审制 

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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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 MTC 2019 赞助商 

连络资讯 

公司名称:  

主要联系人:  

地址:  

城市:  邮递区号:  

电话:  Email:  

公司官网:  

赞助意愿表 

赞助商                                                     (填入您的公司名称) 同意赞助         

MTC 2019 以下赞助等级: 

         白金级 (30,000 CNY)                   

         黄金级 (15,000 CNY)                

         午餐时段宣传 (10,000 CNY)      

         茶歇时段宣传 (5,000 CNY)  

         餐前酒时段宣传 (5,000 CNY)    

          大会识别证特别赞助 (3,500 CNY)  
*银行汇款资讯将在资料确认后提供* 

赞助资讯一旦确认, 此份合同对赞助商及 Moldex3D 双方皆具有约束力 

赞助商签名: 日期:  

请将填写完的表格 email至: 
Kate Chan  |   mkt@moldex3d.com   |   +886-3-5600199 ext. 715 

mailto:mkt@moldex3d.com


活动连络资讯 

联系窗口 
Kate Chan 
mkt@moldex3d.com 
+886-3-5600199 ext. 715 

MTC 2019 场地 
上海锦江汤臣洲际大酒店 
上海浦东新区张杨路777号 
+86-21-5835-6666 

 

mailto:mkt@moldex3d.com
https://www.ihg.com/intercontinental/hotels/cn/zh/shanghai/shgha/hoteldetail
https://www.ihg.com/intercontinental/hotels/us/en/shanghai/shgha/hoteldet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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