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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一带一路陕西科技创新创业博览会
总体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指

导，全面落实《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十三五”

国家科技创新规划》等系列文件精神，以“深化科技创新合作，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为主题，全面展示我省及国内外近年来科

技创新改革取得的新进展和新成果，搭建科技创新合作平台，

推动科技成果转化, 促进科技与产业深度融合，发挥科技创新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引领和支撑作用，实现区域经济繁荣

发展。

二、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陕西省科技厅

陕西省科学技术协会

陕西省贸促会

联合主办：共青团陕西省委

协办单位：陕西省科技资源统筹中心

承办单位：陕西省国际贸易展览公司

西安沃达丰会展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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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时间、地点

时 间：2017 年 11 月 24 日-26 日

地 点：西安曲江国际会展中心

四、展览内容

（一）“一带一路”展区。展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

地区的科技创新成果和高新技术。

（二）省区市科技创新成果展区。宣传近年来国内各省区

市在重大领域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等方面取得的核心技术，展示

当地科技创新资源、创新能力及特色科技成果。

（三）陕西科技创新成果展区。全面展示我省近年来科技

创新改革取得的新进展和新成果，在重大专项、高新技术、区

域创新、民生科技、创新创业生态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宣传创

新创业政策和招商引资环境。

（四）高新区、示范区科技创新成果展区。重点展示国家

级及省市级高新区、自主创新示范区、创新创业示范基地、科

技产业园区等地的科技创新成果和创新创业环境。

（五）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展区。展示高校和科研机构具有

转化潜力的科技创新成果。

（六）知名企业科技创新展区。展示有代表性的央企、国

企和其他知名企业的科技创新成果，彰显大国工匠和三秦工匠

风采。

（七）科技产业融合展区。展示科技与文化、金融、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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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等领域融合创新发展的新成果。

（八）创新创业项目及服务展区。集中展示全国创新创业

大赛优秀项目、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银行、创投基金、天使

投资等金融服务机构，各类众创空间、双创园区等。

（九）品牌科技公司展区。展示双创科技应用成果、互联

网+双创、VR/AR、无人机等。

五、同期活动

（一）开幕仪式

（二）一带一路陕西科技创新高峰论坛

（三）一带一路陕西科技创新合作暨技术转移对接会

（四）创新创业项目对接会及双创经验分享

六、收费标准

（一）场地费用
展位类型 单开展位（9 ㎡） 双开展位 室内光地（36 ㎡起租） 室外光地（36 ㎡起）

国内企业 CNY 7200/个 CNY 8000/个 CNY 800/㎡ CNY 500/㎡

国外企业 USD 1200/个 USD 1400/个 USD 140/㎡ USD 100/㎡

注: A. 标准展位：三面展板（高 2.5 米），中文楣板、咨询桌一张、折椅两把、射灯两支及 5A/220V
插座一个。

B. 特装展位 36 ㎡起租，只提供光地，不含任何设施。

（二）广告费用

注：1.现场广告由组委会统一确认协调布置，广告画面设计由参展企业提供。

会刊位置 封面 封底 封二 跨页 彩色内页 黑白内页

价格（元） 20000 12000 10000 12000 5000 2000

尺寸（mm） 210*285 210*285 210*285 420*285 210*285 210*285

其他项目 礼品赞助 门票 代表证 手提袋 广告牌 彩虹门 水座旗

价格（元）
依活动而

定
10000/万张 30000 8000/千个 10000/个 6000/个 4000/个

尺寸
依活动而

定
210*90mm 85*120mm 295*360m 6*4m 跨度 18m 1m*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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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会刊》广告规格是 210mmx285mm，由参展企业提供最终稿件（电子版）。

（三）设计搭建费用

为更好的宣传陕西科技创新改革取得的新进展和新成果，

便于媒体宣传报道和领导参观指导，组委会将整体设计政府展

区，体现陕西科技创新成就和双创特色，内容由各单位提供，

组委会统一负责设计搭建。设计搭建费用由展台设计、制作、

搭建、装饰和现场服务等部分组成，各项费用共计：1200 元/

㎡（费用含特装管理费、垃圾清运费、电费、接驳费等）。

（四）指定搭建单位

1.陕西精诚展览装饰有限公司

地 址：西安市雁展路曲江会展国际 F 座 10 层 02 室

电 话：029-85216866 85325359

联系人：邢方育 15829207139

2.西安新视线展示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地 址：西安市雁塔区天坛西路象牙办公楼 19F

联系人：孙 山 13992881373

邮 箱：192605774@qq.com

（五）本届创博会和同期活动征集冠名、协办和赞助单位，

详细资料备索。

七、媒体宣传推广

（一）媒体宣传：陕西省广播电视台、西安市电视台、陕

西日报、华商报、西安晚报、新华网、人民网、凤凰网、西部

网、大秦网、华商网、陕西各地市主流媒体等 100 多家媒体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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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推广。

（二）户外广告：在西安市区主干道天桥、灯杆旗、LED

大屏、单立柱、800 家高档社区报刊栏和电梯等宣传推广。

（三）新媒体宣传：通过短信、微信、微博、电邮等精准

营销手段，全方位宣传推广本届创博会。

八、知识产权保护

为加强对参展商参展产品的知识产权保护，请参展企业务

必保证参展展品、产品样本、说明书等相关宣传资料不存在侵

犯他人知识产权，一旦出现纠纷，组委会将配合知识产权部门

根据国家法律支持投诉方的维权行为。

九、参展程序

（一）请各单位收到方案后，及时与组委会联系，结合展

区总体布局确定各组团单位的面积，填写展团参展表（详见附

表 1），于 10 月 25 日前发至组委会办公室电子邮箱，组委会将

按报名顺序安排展位。

（二）各组团单位及时汇总整理本展团的项目，请于 11 月

1 日前填写项目信息表（详见附表 2）。

（三）落实本组团单位的布展筹备工作及展位费电汇工作，

组委会将于 11 月 1 日后统一发放参展手册。

十、专业观众的组织工作

组委会办公室将安排专人负责省内外专业观众邀请工作，

请各展团在做好组展工作的同时，做好本地区专业观众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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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信息汇总报送工作（详见附表 3）。

组委会办公室联系方式

电 话：029-63019010

传 真：029-89531964

联系人：李少文 18706886449

刘家禄 13519126212

唐 睿 13772508177

邮 箱：370980701@qq.com

附表：

1.2017 一带一路陕西科技创新创业博览会展团报名表

2.2017 一带一路陕西科技创新创业博览会参展项目信息表

3.2017 一带一路陕西科技创新创业博览会观众信息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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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2017 一带一路陕西科技创新创业博览会展团报名表

（代合同）
展团单位名称 经办单位

单位地址 邮编

联络人 职务 手机

办公电话 传真 E-mail

展览展示
■ 形象展示面积 m×m= ㎡，展位费_______元

■ 参展企业展位数量____ 个，费用_________元

广告宣传
■ 户外广告牌块 ■ 水座旗 个

■ 会刊广告 P ■ 拱门 个

费用总额 大写： 小写：￥

代表团信息 姓名 单位及职务 电话 手机 是否预定住宿

团长

成

员

活动

安排

囗一带一路陕西科技创新高峰论坛 囗创新创业项目对接会及双创经验分享

囗一带一路陕西科技创新合作暨技术转移对接会 囗自行举办活动

收款账户

开户名称：西安沃达丰会展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帐号：1036 4749 0997

开户行：中国银行西安开发区东区支行

组委会（盖章）： 参展单位（盖章）：

电 话：029-63019010

传 真：029-89531964

联系人：李少文 18706886449

邮 箱：370980701@qq.com

负 责 人：

联系电话：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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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2017 一带一路陕西科技创新创业博览会项目信息表

一、项目单位资料

项目单位名称

项目负责人 职称/职务

联系电话 手机

电子邮件 传真

单位地址 邮编

单位简介

（300 字以内）

单位类型
□全国学会 □高等院校 □科研院所 □国有 □民营

□外资 □地方科协 □政府部门 □创业园/孵化器 □其它

二、项目具体情况
项目名称

项目简介

（1000 字以内）
（介绍创新点及技术水平、知识产权及获奖情况等）

所处阶段 □研发 □产品开发 □试运营 □市场拓展 □其它

所处水平 □国际领先 □国内领先 □行业领先

是否为曾列入政府间国际科技合作议定书项目 □是 □否

是否曾列入科技部重大国际合作专项 □是 □否

国际科技合作基地 □国家 □陕西省 □其他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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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产业化前景 （介绍项目的产品与服务、市场及收入来源等）

四、合作意向

意向合作方式

□技术引进

□国际技术范围（自行填写）

□国内技术范围（自行填写）

□技术转让 技术范围（自行填写）

□合作技术开发

□技术出资

□合作创办企业

□其它

五、项目投资及需求 （请说明项目的投资额及大致用途）

六、参会服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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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2017 一带一路陕西科技创新创业博览会观众信息汇总表

姓名 职务 单位 地址 邮编 手机 电话 传真 Emai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