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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LNG 动力船和 LNG 技术装备上海国际峰会暨 

第 7 届 2022 年 LNG 和天然气产业创新上海国际峰会 

收费通知 
参会费：8 月 30 日前付费为 4000 元人民币每人，之后会议前面付费为 5800 元每人，现

场缴费为 6800 元人民币每人（含会议午餐、一次有晚宴赞助情况下可能的欢迎晚宴和资

料费，不含住宿、差旅等其他费用 ）。所有收费，都可以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如果仅参

加 9 月 21 日全天费用 8 月 30 日前报名为 3800 元每人，之后为 4000 元人民币。如果同

时还参加 9 月 20 日的于“第五届 2021 年 LNG 动力船和 LNG 技术装备上海国际峰会”暨

“第 7 届 2022 年 LNG 和天然气产业创新上海国际峰会和第二届“2022 年 LNG 接收站和

储运物流技术上海峰会”，全程参加会议费用含结业证书：8 月 30 日前收费为 5800 元每

人人民币，之后为 6800 元人民币每人。（费用含午餐和结业证书，一次有晚宴赞助情况

下可能的欢迎晚宴和资料费，不含住宿、差旅等其他费用，结业证书同时为 2 个，由上海

交大 LNG 中心和国际船舶海工网分别签署后同时颁发。）。 

 

特殊优惠：12 个月内已付费报名参加过国际船舶海工网峰会论坛的单位，可以按会议报价

条目以 8 折优惠参加同档以下项目（指参会或赞助）； 

 

易拉宝和峰会展位赞助费：8 月 30 日前每家付费到款 20000 人民币，之后 25000 人民币

每家，都可免费得论坛易拉宝展示位置和资料展示桌位一个，可免费 3 人参会，同时可入

选“中外 LNG 技术装备发展研究报告”免费广告一页，和免费得到新版中国造船分布图的标

准广告一次（8 分之一 A4 大小尺寸，图片尺寸 105*71 mm,宽*高, 位置以付款先后安排, 

额满为止。）。还可以半价优惠参加新版不同的中国造船地图广告； 

 

演讲赞助：上午时段演讲每 20 分钟 38,000 元人民币, 下午时段演讲 20 分钟收费 2.8 万

元，之后，都可免费得易拉宝和资料桌位一个，免费 3 人参会，同时可免费得到新版中国

造船分布图的黄金广告一次（8 分之一 A4 大小尺寸，105*71mm ( 宽*高）位置以付款先

后安排）； 

 

晚宴赞助：收费办法详谈, 可免费得易拉宝和资料黄金桌位一个，免费 5 人参会，同时免

费得到中国造船产业发布图钻石广告位 2 次（2 分之一 A4 大小尺寸，位置以付款先后安

排），该档付费单位还可以半价优惠参加３版不同中国造船地图将在著名国际海事展同时

发布和 6 折优惠参加全球重点船舶海工展会市场推广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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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办赞助：收费办法详谈, 可免费得易拉宝和资料黄金桌位一个，免费 5 人参会，同时免

费得到中国造船产业发布图钻石广告位 2 次（2 分之一 A4 大小尺寸，位置以付款先后安

排），该档付费单位还可以半价优惠参加３版不同中国造船地图将在上海国际海事展同时

发布和优惠参加重点船舶海工展会市场推广活动 ； 

 

午餐赞助：收费办法详谈, 可免费得易拉宝和资料黄金桌位一个，免费 5 人参会，同时免

费得到中国造船产业发布图钻石广告位 3 次（2 分之一 A4 大小尺寸，位置以付款先后安

排），该档付费单位还可以半价优惠参加３版不同中国造船地图将在国际海事展同时发布

和优惠参加重点船舶海工展会市场推广活动 ； 

 

茶歇赞助：收费 48,000 元人民币每天, 可免费得易拉宝和资料黄金桌位一个，免费 5 人参

会。2 天茶歇赞助：收费 68,000 元人民币每次, 可免费得易拉宝和资料黄金桌位一个，免

费 5 人参会，该档付费单位还可以半价优惠参加新版中国造船地图和优惠重点船舶海工展

会市场推广活动 ； 

 

挂牌赞助：收费 48,000 元人民币每次, 可免费得易拉宝和资料黄金桌位一个，免费 5 人参

会，该档付费单位还可以半价优惠参加新版中国造船地图和优惠参加重点船舶海工展会市

场推广活动 ； 

 

纪念品赞助：收费 38,000 元人民币每次, 可免费得易拉宝和资料黄金桌位一个，免费 3 人

参会，该档付费单位还可以半价优惠参加新版中国造船地图和优惠参加重点船舶海工展会

市场推广活动 ； 

 

独家资料袋赞助：收费 58,000 元人民币每次, 可免费得易拉宝和资料黄金桌位一个，免费

5 人参会，该档付费单位还可以半价优惠参加新版中国造船地图和优惠参加全球重点船舶

海工展会市场推广活动 ； 

 

背景版 LOGO 赞助：收费 9,000 元人民币每个标准位置, 或者付费参会 3 人以上，免费赠

送； 

 

会议纸笔赞助：收费 48,000 元人民币每次, 可免费得易拉宝和资料黄金桌位一个，免费 5

人参会，该档付费单位还可以半价优惠参加新版中国造船地图和优惠参加全球重点船舶海

工展会市场推广活动。 

 

特殊展示、特殊赞助、演讲、广告等，欢迎来电来邮件详谈。 

 

注：1）所有收费，都可以提供增值税发票；2) 以上条款和描述，最终解释权归国际船舶

海工网。咨询报名邮件：chinabobli@126.com 或者 china@ishipoffshor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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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感谢您和贵单位对我们国际船舶海工网的支持和帮助，我们免费特邀贵单位派员演讲、

或参与讨论、或参加将于 2022 年 9 月 20 日-21 日举办的 “第五届 2022 年 LNG 动力船和

LNG 技术装备上海国际峰会”暨“第 7 届 2022 年 LNG 和天然气产业创新上海国际峰会”。 

 

上海交通大学液化天然气及清洁能源技术发展中心（简称上海交通大学 LNG 中心）和“陕

西省燃气设计院”等行业著名机构为会议支持指导单位。同时，还将同期举办“第二届 2022

年 LNG 接收站和储运物流技术上海峰会”和与上海交大 LNG 中心联合举办发证“LNG 关键

设备和材料国产化研习班”。 

 

非常期待贵单位能参加，请尽快告之可能参加峰会的演讲或者讨论的嘉宾姓名和题目，以便

我们发出确认表和进行对应安排。因为疫情防范，确认嘉宾才能参加，感谢理解支持。 

 

同时，我们也非常欢迎您和贵单位向相关厂商推荐赞助或付费参加。  

会议信息可扫码或访问链接：http://www.ishipoffshore.com/html/1/2022-04-28/15527.htm   

         

会议初步日程如上二维码或访问如下链接： 

http://www.ishipoffshore.com/html/9/2022-07-23/16021.htm 

 

邮件咨询或报名：china@ishipoffshore.com 或者 chinabobli@126.com  

  

有问题和建议，请随时联系，谢谢。 此致敬礼 

 

李保坤， 国际船舶海工网（承办单位会议组织方） 

手机： 18917307783   QQ ：898108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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