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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浙江省智慧教育装备展示会邀请函  
各有关企业： 

为推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融合应用，进一步贯彻落 

实《浙江省教育信息化“十三五”发展规划》和《教育信息 化

三年行动计划》（ 2018-2020 ）,实施好“城乡携手同步课 堂”

和基于人工智能、大数据的“精准教学、精准学习”，促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搭建智慧教育研究应用与交流 服务平

台，推动浙江省智慧教育向纵深发展，拟定于 2019 年 5 月 20

日至 23 日在德清国际会议中心（联合国世界地理大会会址）

举办 “2019 浙江省智慧教育装备展示会”，现将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 

一、组织架构 

（一）主办单位 

浙江省教育装备行业协会智慧教育分会（浙江省智慧教 育联

盟）、浙江师范大学智慧教育研究院 

（二）承办单位 

浙江教育用品发展有限公司 

（三）协办单位 

浙江学海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二、展会内容 

（一）展会以“新时代、新技术、新教育”的主题，全 面展

示以“互联网+教育”、“人工智能+教育”、机器人、云 计

算、大数据、VR 等信息技术在智慧校园、互动教学、同步 课

堂、在线教育、移动学习、信息安全、教学评价、教育游 戏

等方面的应用。 

（二）会议立足浙江、面向全国，将同期举办“2019 国际智慧

教育高峰论坛”、“2019 第四届两岸智慧好课堂邀请赛”、

“2019 智慧教育局长分论坛”。特邀国内外专家学者分享智慧

教育成果，邀请全国各地 20 个教育局组织的 20 支战 队参与

智慧好课堂邀请赛。 

（三）会议通过“参展会显技术、听论坛学先进、观比赛找差

距”的形式，让亲临现场参加活动的各方均有所获。 

三、展会时间、地点 

（一）展会时间： 2019 年 5 月 20 日至 23 日（其中 20、 21

日布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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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展会地点：德清国际会议中心（联合国世界地理大会会

址，德清县舞阳街道曲园南路 999 号） 

四、其它 

（一）请各有关企业认真准备、积极参与。 

（二）会议将发文邀请全国各省市县教育局、技术中心、电教

馆、学校、政府釆购办的领导和教师前来观摩。 

（三）展会筹备组联系人：金老师 电话：18917987626 

 QQ: 2236036207; 

地址：浙江杭州市西湖区保俶北路 59 号浙江省教育技术中心

办公楼 702 室。 

附件：“2019 浙江省智慧教育装备展示会”邀请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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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浙江省智慧教育装备展示会邀请函 
各有关企业： 

      为推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融合应用，进一步贯彻落 实《浙江省教育

信息化“十三五”发展规划》和《教育信息 化三年行动计划》（ 2018-2020 ）,

实施好“城乡携手同步 课堂”和基于人工智能、大数据的“精准教学、精准学

习”，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搭建智慧教育研究应用与交流 服务平台，

推动浙江省智慧教育向纵深发展，拟定于 2019 年 5月 20 日至 23日在德清国际

会议中心（联合国世界地理大会会址）举办 “2019 浙江省智慧教育装备展示

会”，现 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举办单位 

     展会由浙江省教育装备行业协会智慧教育分会和浙江师范大学智慧教育

研究院联合主办，浙江教育用品发展有限公司承办，浙江学海教育科技有限公

司协办。 

二、展会内容 

  （一）展会以“新时代、新技术、新教育”的主题，全 面展示以“互联网+

教育”、“人工智能+教育”、机器人、云计算、大数据、VR 等信息技术在智

慧校园、互动教学、同步课堂、在线教育、移动学习、信息安全、教学评价、

教育游戏等方面的应用。 

（二） 会议立足浙江、面向全国，将同期举办“2019 国际智慧教育高峰论坛”、

“2019 第四届两岸智慧好课堂邀请赛”、“2019 智慧教育局长分论坛”。特邀

国内外专家学者分享智慧教育成果，邀请全国各地 20 个教育局组织的 20 支战

队参与智慧好课堂邀请赛。 

（三） 会议通过“参展会显技术、听论坛学先进、观比 赛找差距”的形式，

让亲临现场参加活动的各方均有所获。 

三、展会时间和地点 

（一）展会时间 

1、参展企业报到:2019年 5月 19日 14:00-18:00, 德清国际会议中心（德清县

舞阳街道曲园南路 999号）。 

2、布展:2019年 5月 20 日-21日，每天 8:30 ~ 17:00,5 月 21日延长至 22: 00。 

3、展示:2019 年 5月 22日〜23日，每天 8: 30~17: 00。 

4、撤展:2019 年 5月 23日，16: 00~2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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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展会地点 

德清国际会议中心（德清县舞阳街道曲园南路 9 9 9 号）。 

Z3、参展申请与收费标准 

（一）申请单位请填写《2019 浙江省智慧教育装备展示会企业参展

申请表》（见附件 1） ,于 2 0 1 9 年 5 月 1 日 前报展会筹备组。 

联系人:金老师电话： 18917987626 邮箱：kin@gzjyzb.com.cn; 

地址：浙江杭州市西湖区保俶北路 59 号浙江省教育技术中心办公楼

702 室。 

（二）请参展单位于 5 月 1 日前与承办方签订《参展合同》，并在合

同签订后 3 日内将参展费用汇到承办单位“浙江教育用品发展有限公

司”账户。 

账户名称：浙江教育用品发展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杭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支行 

账 号： 350658327032 

（三）收费标准：1000 元/M 2 , 其中 1 号展馆（ A 区）  价格上浮 20% 

（见附件 2 德清国际会议中心展位图）。 

五、其他 

（一）所有参展单位必须遵守先付款后参展的原则并严格按照《参展

须知》执行。《参展须知》在签订参展合同后由承办方以邮件形式发

给各参展企业。展位严禁转让。参展企业在展会现场进行的所有活动

均须符合法律法规，如涉及任何法律法规所界定的处罚和赔偿责任的，

均由参展企业自行承担。参展企业的展位布置及在展位内的行为不得

以任何方式妨碍其他参展企业。 

（二）展会以特装展位为主，设少量标准展位。展会期间向参展单位

免费提供 4M 无线宽带、会刊、午餐（展出期间标展单位每日 2 份、特

装单位每日 4 份）。 

（三）各参展企业可免费获得主论坛参会名额 1 个。 

（四）展会冠名、协办、赞助、广告、展位等收费见附件 3《展会合作

方案》。 

（五）免费会刊尺寸为 2 8 5 mm x 2 1 0 mm,请按要求于 5  月 1 日前

将彩色电子版或文字介绍电子版交承办方。  

（六）浙江省教育装备行业协会会员单位享受 8 折优惠价。附件：1 

1、2019 浙江省智慧教育装备展示会企业参展申请表 

2、德清国际会议中心展位图 

3、展会合作

mailto:kin@gzjyzb.com.cn;
mailto:kin@gzjyzb.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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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德清国际会议中心展位图
 

 

 

 

 

 

 

 

 

 

 

 

 

 

 

 

 

 

 

 

 

 

 

 

 

 

 

 

 

 

 

 

 

 

 

 

德请会 il 中心一敉屣厅 JI 位國（A 区） 

 

德清会议中心二号馆-楼展厅展位图（B 区） 

 

注：A、B 区为特装展区，面积见展位图；C 区为普通展区，面积为 18 平方米/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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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19 浙江省智慧教育装备展示会合作方案 

 

 

合作形式 合作费用 名额 回 报 内 容  

全程协办 冠名 50 万元 1 

1. 邀请协办单位领导以嘉宾身份出席主论坛，出席领导嘉宾见面会。 
2. 获赠展会冠名，并获赠 5 个主论坛参会名额。 
3. 获赠展会宣传广告、签到处背景板、会议手提袋、刀旗、参会人员 

胸卡等标注协办单位名称或 LOGO,广告位一个。 
4. 获赠《会刊》1 个版位的彩版广告，《钱江晚报》的媒体专访报道。 
5. 获赠协助其在德清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企业信息发布会（费用自理）。 
6. 会议现场优先获得参会媒体的采访。 
7. 其他合作方式另议。 

金牌赞助 协办 25 万元 2 

1. 出席主论坛与领导嘉宾见面会。获赠 3 个主论坛参会名额。 
2. 获赠展会宣传广告、签到处背景板、会议手提袋、参会人员胸卡等 

标注 LOGO,广告位一个。 
3. 获赠《会刊》1 个彩版广告，《钱江晚报》的媒体专访报道。 
4. 获赠展位 2*9 平方米。 
5. 获赠协助其在德清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企业信息发布会（费用自理）。 
6. 其他合作方式另议。 

其他赞助 5~10 万元 4 

1. 获赠 2 个全程参会名额。 

2. 获赠《会刊》1 个彩版广告，广告位一个。 
3. 获赠协助其在德清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企业信息发布会（费用自理）。 
4. 其他合作方式另议。 

产品展示 1000 元/M2 
 

普通展位 18M
2
,特装展位最小 36 M

2
,其中 1 号展馆（A 区）价格上浮

20% 为 1200 元/M
2
。配置：桌椅、电源。省协会会员单位享受 8 折优

惠。 
网络支持 5 万元 1 展厅与会场由网络支持企业提供无线网络服务； 

获赠《会刊》1 个版的彩版广告。 

会议大屏 5 万元 1 获赠比赛区域所有赛事的大屏使用和广告宣传。要求提供高清大屏 
20 块高清以上。 

会议录播 5 万元 1 会场全程录播，制作光盘（封面广告+内容），数量约 2000 个。 

推荐搭建商 3 万元 3 具有广告设计与施工资质的企业，在《参展须知》中推荐。 

气拱门 2 万元 3 位于会议中心入口或展馆广场。 

广告位 1万元 15 位于会议中心入口通道二侧或展馆广场两侧及其它的喷绘广告位（自 

行制作搭建 3*6）。 

广告宣传 会刊彩页：封二 3 万、封三 2. 5 万、卦底 3 万，普通整版： 2 万/版 

其他 会议用本、笔：各 2000 个（说明：笔记本封面必须注明“2019 国际智慧教育高峰论坛暨 2019 第

四届两岸好课堂邀请赛开幕式’’字样，赞助企业可在本和笔上标识企业 LOGO） 
2019 浙江省智慧教育装备展示会筹备组： 

联系人：金老师 QQ:2236036207；电话 18917987626； 邮箱：kin@gzjyzb.com.cn；邮编:310012; 

地址:杭州市保俶北路 59 号浙江省教育技术中心大楼 702 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