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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中美投资与贸易峰会简介及会议赞助合作方案

到目前为止，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国家，中国与美国双方贸易以及投资额都到达了历史
性的高度。中美两国企业之间扩展相互的投资与合作，对于两国的经济增量提高，充分就业，
双方的竞争力，保持社会稳定至关重要，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的发展不仅需要双方贸易量的
增加，更需要消除发展道路上的障碍。与此同时，随着双方经贸相互依存度的增加，各种问题
的也相应增加，因此，彼此互信是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发展的关键。如何从民间角度通过沟
通增强这种信任？在中美面临着机遇与挑战的情况下，美中交流发展基金会和美国Yilaime公
司及各个合作机构将于2013年4月22日至4月29 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以及东海岸大城市举办
以“沟通、互信、双赢”为主题的美中投资与贸易峰会。 旨在通过一系列的交流会，邀请美
中投资与贸易的利益攸关方，以及投资贸易对接会通过民间渠道来使中美企业家之间了解对方
的投资环境，推动美中企业家之间的交流与互动。

峰会将为期6天，其中包括在华盛顿的新闻俱乐部的美中投资与贸易峰会，包括开幕式、
主题演讲、小组讨论以及午餐会、VIP晚餐会， 中美企业对接活动；在费城的沃顿商学院的中
美企业家论坛；在纽约举行的中美企业家圆桌会谈；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技术创新与中美企业投
资等一系列活动。风险投资银行的投资专家，大型跨国公司的高管，美国的国会议员，联邦政
府机构的高级官员以及著名国际贸易咨询专家将出席此次活动，双方将就一些中国企业家关心
的问题进行广泛深入地讨论和交流，从不同角度对于中国企业赴美投资以及美国对于中国的投
资提出建设性的意见。此外，我们还将进行个案分析，小组讨论等形式，邀请一些在美国的中
资企业探讨，举办投资项目对接会的形式，促进一些可实施项目的达成。本次峰会通过中国企
业家亲自与在美投资的各个环节，审批，融资，以及技术等关键人员互动，使其能了解美国的
市场、资金、投资、移民、税务、金融、财务等重要信息；在与同行人士的互动中，为本企业
的发展提供新思路、新战略，为本企业在美寻找潜在的合作者、投资合作机会提供平台；同
时，帮助建立与联邦政府，州政府以及地方政府的稳固关系。根据目前统计，会有超过800名
以上的中美投资与贸易的专业人士参加本次峰会。这是一次展示贵公司的产品以及服务的绝佳
良机。2013年中美投资与贸易峰会欢迎各大公司以及相关企业加盟。凡加盟赞助者可选择以下
的赞助方案,每个赞助方将在华盛顿，费城，纽约以及波士顿四个城市展示贵公司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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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的会议——如果扩大你的经营市场——销售你的产品和服务给世界上最大的买主：美国政府。
参会者可以参加一个特殊意义的会议，旨在宣传和指导企业家如果和世界上最大的买主开展业务。 提前报名的参

会者将有机会提供公司的产品和服务，我们将提供信息和方案以明确贵公司的市场机会和确切位置。

特殊的会议——如何从美国获得融资机会以获得你需要购买的美国技术，设备，产品何服务，并帮助您的企业迈向国
际大門。
特殊的会议-将帮助您的公司扩大和增长，指导您从美国获得拨款和融资机会从而获得你需要购买美国的技术，设

备，产品何服务，我们将举行一次特别的会议，讨论和指导美国市场和融资方案和机会。

特殊的会议——如何在美国投资，并帮助美国和中国的经济。
[特殊的会议－如何在美国避免风险投资，并指导企业和投资者提高和发展他们的企业并扩大在美国和中国的经营

市场。特殊的指导和商业机会，企业和合作伙伴关系，美国和中国的业务合作伙伴关系，我们期待美国和中国有着更
多的业务发展及增长呈现在我们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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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嘉宾——世界著名的周氏兄弟

周氏山左和周氏大荒是世界著名的美籍华人艺术家和商人，世界顶级画家，排名全球在世艺术家销售金额排行榜
前10位。他们的名字被列入《美国在世艺术家百科全书》；他们的作品在欧洲四大著名博物馆的巡回展览，令西方人
对东方艺术刮目相看；他们获得了德国现代艺术的最高奖——海伦基金奖；他们是唯一荣获“林肯金质奖章”的华人。
曾被美国总统奥巴马委以重任——做画作为国礼送给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他们的作品曾在纽约联合国和北京国家博 

物馆展出。目前，他们受家乡广西南宁政府的邀请——开发中国南宁周氏兄弟国际艺术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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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会地点

本次峰会将在美国的一些著名城市举办。

国家新闻俱乐部：新闻俱乐部坐落在华盛顿特区。一个多世
纪以来，新闻俱乐部，私人俱乐部，记者和新闻的专业人
士，一直都是华盛顿的这个机构举办一些世界级的会议及会
议设施承载数以千计的事件，每年会迎接数以千计的来自世
界各地的客户。
 

麻省理工学院（MIT）：麻省理工学院是一所私立研究型大
学，坐落在美国的⻢马萨诸塞州，剑桥。麻省理工学院是世界
一流的教育机构，世界上的顶级研究机构之一。

沃顿商学院：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沃顿商学院在世界上排名
靠前的商学院之一。坐落在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州，费城。

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建筑/哥伦比亚大学：地址在纽约
市，会议将在哥伦比亚大学和美国大厦银行举办。都是世界级
的商业会展地方。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MIT) Wharton School of  Business

National Press Club, Wash DC

Bank of  America Building, New Y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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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报名费每人一注册，注册后会收到一份美中投资贸易峰会的书面邀请函以及协调参会人员的签证申
请所需的任何援助。
提前注册将会使参会者节省25%的参会费用，
退款和取消：如果有其他紧急事情不能参会，在注册后于2013年3月20日之前将允许申请退款，除了扣
除$200的手续费，其余全部退回.于2013年3月20日之后将不允许退款但是允许参会人更换其他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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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报名费
提前交费可以节省25%

交费日期 费用
于2013年3月20日之前 $900

于2013年3月20日之后 $1,200

参会报名费包括每个注册人参加的峰会包括的美国四个城市的会议：华盛顿，纽约，
费城，波士顿。
参会报名费包括每个注册人参加的峰会包括的美国四个城市的会议：华盛顿，纽约，
费城，波士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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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会服务包括

• 机场接机

• 峰会期间的八晚包括华盛顿，纽约，费城，波士顿入住四星级宾馆。
• 会议期间的午餐
• 早餐和晚餐

• 设有VIP的酒会
• 会议期间的活动和负责所有会议期间的宾馆至峰会接送。
• 包括华盛顿，纽约，费城，波士顿的VIP 之旅。

• 峰会执行公开和著名人士讲话
• 会议DVD赠送
• 面对面和美国各界商业人士商谈讨论投资前景和环境，以完成各方需要的商业目标。

提前注册在峰会中将会有优先选择权，
退款和取消： 如果有其他紧急事情不能参会，在注册后于2013年3月20日之前将允许申请退款，
除了扣除$300的宾馆和会议的预定费和手续费，其余全部退回.于2013年3月20日之后将不允许退
款但是允许参会人更换其他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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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会服务
世界级别

Accomodations 费用
4星级宾馆2人房间 $2,300

VIP 4星级宾馆单人房间 $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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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摊位收费$1,500, 组委会提供一张峰会入场卷、一张展桌(64 X 40 英寸)、椅子两张。 参展厂商可
自备标准三折广告板叠(36 X 48 英寸)一个(可从STAPLES购买), 峰会不负责提供广告板。 共有20个摊
位, 先交费者先得。

Bo
ot

h 
an

d 
Bu

si
ne

ss
 D

is
pl

ay

峰会展览摊位收费

摊位费 费用
摊位费 $1,500

1.以上摊位费应于2013年4月10日前寄达峰会组委会
2.广告稿由厂商提供，并于2013年4月10日前意电子稿（PDF file)寄达峰会组委会
并发送邮件至 ap@yilaime.com

1.以上摊位费应于2013年4月10日前寄达峰会组委会
2.广告稿由厂商提供，并于2013年4月10日前意电子稿（PDF file)寄达峰会组委会
并发送邮件至 ap@yilaime.com

mailto:ap@yilaime.com
mailto:ap@yilaime.com


9

每幅墙上广告收费$1,250, 提供一张峰会入场卷和一幅墙上广告空间,  30 X 40 英寸标准广告板由厂商自备, 
峰会不负责提供广告板。共有20个广告位, 先交费者先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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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会展览墙上广告收费

墙上广告收费 费用
墙上广告收费 $1,250

1.以上墙上广告费应于2013年4月10日前寄达峰会组委会
2.广告稿由厂商提供，并于2013年4月10日前意电子稿（PDF file)寄达峰会组委会
并发送邮件至 ap@yilaime.com

1.以上墙上广告费应于2013年4月10日前寄达峰会组委会
2.广告稿由厂商提供，并于2013年4月10日前意电子稿（PDF file)寄达峰会组委会
并发送邮件至 ap@yilaime.com

mailto:ap@yilaime.com
mailto:ap@yilaim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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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年中美投资与贸易峰会特刊广告收费标准
特刊广告 费用
封面(彩色)： 留作峰会使用;

封底(彩色) $2,500

封1(彩色) $1,500

封2(彩色) $1,500

整页(彩色) $1,200

整页(黑白) $800

半页(黑白) $450

1/4页(黑白) $300

 1. 以上广告合约及广告费应于2013年4月10日前寄达峰会组委会。
2. 广告稿由厂商提供，并于2013年4月10日前以电子稿 (PDF file) 寄达峰会组委会
并发送邮件至 ap@yilaime.com

 1. 以上广告合约及广告费应于2013年4月10日前寄达峰会组委会。
2. 广告稿由厂商提供，并于2013年4月10日前以电子稿 (PDF file) 寄达峰会组委会
并发送邮件至 ap@yilaime.com

mailto:ap@yilaime.com
mailto:ap@yilaim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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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助商
赞助商 费用 可获得
钻石赞助， $30,000 1. 名列本次“峰会”协办单位，并在峰会特刊、网站、及峰会晚宴上公布；

2. “峰会”期间，会场广告一幅 (30 X 40 英寸标准广告板由赞助商自备)；
3. “峰会”期间1个展位 (booth)；
4. 会议晚宴演出票3张；
5. 会刊彩色全页广告；
6. 会议结束，赠送DVD、会刊；
7. 活动照片和媒体报导交存放在互联网上；
8. 一张免费峰会入场卷。

翡翠赞助 $20,000 1. “峰会”期间，会场广告一幅 (30 X 40 英寸标准广告板由赞助商自备)；
2. “峰会”期间1个展位 (booth)；
3. 会议晚宴演出票2张；
4. 会刊黑白全页广告；
5. 会议结束，赠送DVD、会刊；
6. 活动照片和媒体报导交存放在互联网上；
7. 一张免费峰会入场卷。

金牌赞助 $10,000 1. “峰会”期间，会场广告一幅 (30 X 40 英寸标准广告板由赞助商自备)；
2. 会议晚宴演出票2张；
3. 会刊半页黑白广告;

4. 会议结束，赠送DVD、会刊；
5. 活动照片和媒体报导交存放在互联网上；
6. 一张免费峰会入场卷。

 1. 以上赞助费应于2013年4月15日前寄达峰会组委会。
2. 广告稿由厂商提供，并于2013年4月15日前以电子稿 (PDF file) 寄达峰会组委会
并发送邮件至 ap@yilaime.com 

 1. 以上赞助费应于2013年4月15日前寄达峰会组委会。
2. 广告稿由厂商提供，并于2013年4月15日前以电子稿 (PDF file) 寄达峰会组委会
并发送邮件至 ap@yilaime.com 

 1. 以上赞助费应于2013年4月15日前寄达峰会组委会。
2. 广告稿由厂商提供，并于2013年4月15日前以电子稿 (PDF file) 寄达峰会组委会
并发送邮件至 ap@yilaime.com 

mailto:ap@yilaime.com
mailto:ap@yilaime.com


峰会服务

• 峰会服务包括

• 机场接机
• 峰会期间的八晚包括华盛顿，纽约，费城，波士顿
入住四星级宾馆。
• 会议期间的午餐
• 早餐和晚餐

• 设有VIP的酒会
• 会议期间的活动和负责所有会议期间的宾馆至峰会
接送。
• 包括华盛顿，纽约，费城，波士顿的VIP 之旅。
• 峰会执行公开和著名人士讲话

• 会议DVD赠送
• 面对面和美国各界商业人士商谈讨论投资前景和环
境，以完成各方需要的商业目标。

C
on

ta
ct

如有任何疑问请联系我们：

1 888 406-2713
Email: ap@yilaime.com

YILAIMECORPORATION

mailto:ap@yilaime.com
mailto:ap@yilaim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