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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6 月 9 至 12 日 
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會展館 
 
請填寫此表格並簽名蓋章後回傳至： 

國內聯絡處: 法蘭克福展覽（上海）有限公司，北京辦事處 

連絡人: 付濤先生/ 電話: +86 400 613 8585 分機 820 / 傳真:+86 10 6510 2799 / 電郵: teo.fu@china.messefrankfurt.com 

 
一．参展商公司资料: 

公司名稱(中文):                                                                  國家:                

公司名稱(英文):                                                                                       

地址 (中文):                                                                                          

地址 (英文):                                                                                          

連絡人:                                           職位：                                              

電話:       /       /                           傳真:       /       /                                

電子郵箱:                                         公司網站:                                           
 

二．我司的產品屬於以下產品類別(所有產品的總百分比為 100%): 

   1. 建築電工電氣  

             %1.1  電器附件及電工材料                        %1.4  控制系統及調光設備 

             %1.2  電源、儀器、儀錶及工具                    %1.5  開關、插座 

             %1.3  電氣節能改造裝置                          %1.6  防雷電氣系統及裝置      

   2. 樓宇自動化及智慧家居  

             %2.1  照明控制系統        %2.4  空調及製冷系統 

       %2.2  智慧遮陽系統                              %2.5  系統集成 

             %2.3  影音視訊系統        %2.6  綜合佈線系統    

   3. 供配電及能源管理        %                       4. 對講監控及家居安防       %   

   5. 新聞媒體        %                               6. 其它      %                                
  

三．參展費用   

   標準展臺  光地 

標準展位  

(最少 9 平方米，並以每 9 平方米遞增) 

參展費用: 人民幣 13,800 / 9 平方米 

光地  

(最少 36 平方米) 

參展費用: 人民幣 1,380 / 平方米 

展厅：            展位号：                          面积：        平方米    展位费：                    

帳戶名稱：  廣州光亞法蘭克福展覽有限公司  

開戶銀行：  滙豐銀行（中國）有限公司廣州分行 

   人民币帐号：629 035577 011 

四．付款事宜:  

*遞交申請表時必須在五个有效工作日内繳交 50%之展位費用。餘款 50% 必須於 2017 年 3 月 8 日或之前全數付清。有

關銀行帳戶資料‚請參閱第 2 頁。 

*未經主辦單位同意，參展商單方面取消參展計畫，其已付參展費用不予退還。 

*主辦單位有權現場取消參展產品與簽訂參展合同不相符的展位，其已付參展費用不予退還。 

*備註: 租用光地, 參展商須向場地管理處支付場地管理費(不退還)及清潔押金(可退還)。 

五．我司已閱讀並接受申請表格第 2 頁隨附列明的參展條款。 

 

參展單位簽名： 

 

蓋章: 

 

日期: 

 

主辦單位簽名: 

 

蓋章: 

 

日期 

申請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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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展條款及條件細則 

 

1.主辦單位 

  廣州光亞法蘭福展覽有限公司 

 

2.展覽場地 

  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會展館 

  中國廣州海珠區閱江中路 380 號 

 

3.展覽會日期 

 2018 年 6 月 9 至 12 日 

 

4.參展申請及確認 

  意向參展的公司必須完整填寫參展 

申請表格（合同）並簽字蓋章後遞 

交主辦單位以完成整個參展申請程 

序。隨後主辦單位將以書面確認參 

展通知。 

由於不可抗拒因素致使展會不能如 

期舉行（如戰爭、地震等自然災害）， 

主辦單位有權更改展期，並不承擔 

由此產生的任何法律經濟責任。 

 

5.付款條款 

  參展商報名後必須在五個有效工作 

日內支付 50%展位費，否則主辦單 

位有權調整或取消其所定展位,餘 

款必須在 2017年3月8日前付清。所 

有銀行費用需由參展商承擔。 

 

請將展位費用匯入以下帳號： 

帳戶： 

廣州光亞法蘭克福展覽有限公司 

開戶行：滙豐銀行(中國)有限公司 

 廣州分行 

帳號：629 035577 011 (人民幣) 

    Swift Code：HSBCCNSHGZH 

 

6.取消參展 

  如果參展申請人因何種原因單方面 

取消參展計畫，其已付參展費用不 

予退還。 

參展公司於開展第一天前三個月通 

知主辦單位退出該展覽，申請公司 

仍必須支付主辦單位參展全費。 

 

 

 

 

 

 

7.參展會條款 

展覽會具體的參展條款刊列於主辦 

單位網站 

www.messefrankfurt.com，若 

要列印,請按照網站上的指示進行。 

 

8.展位分配 

展位元位置將根據產品類別或主辦

單 

位制定的其它標準進行分配，如有 

特殊情況，主辦單位保留對已分配 

的展位位置進行調整的權利。 

共同參展公司必須通過原參展商公 

司安排一同出展。 

當參展公司申請 9 平方米的標準展 

位時，可供選擇的展位已經額滿情 

況下，主辦單位有權要求參展申請 

人支付多於 9 平方米以外面積的費 

用，最多至 6 平方米。 

主辦單位對已分配的展位位置保留 

最後權利。 

 

9.展位搭建 

標準展位參展商不得改動楣板，主辦 

單位有權現場不接受標準展位改光 

地。 

光地申請必須 36 平方米起計（不含 

任何設施）,參展商不得分租展位， 

只限一家展商資料登錄展會對外宣 

傳資料。 

參展商不得轉讓、炒賣展位，否則 

主辦單位有權取消其參展資格，往 

後三年內不接受參展 

 

10.展品內容 

主辦單位有權現場取消參展產品與 

簽訂參展合同不相符的展位，其已 

付參展費用不予退還。 

 

11.會刊內容 

如果主辦單位沒有及時收到參展 

商的會刊內容登記表，本參展申 

請表的內容將被作為參展商公司 

介紹刊登在展會會刊上。 

 

 

 

 

 

 

12.智慧財產權及版權 

   參展商保證所有展品，包裝，和 

   廣告宣傳材料不能侵犯第三者產 

   權，包括已註冊或其它確認商標、 

   著作權、設計、名字及專利。 

主辦單位有權拒絕有關確定侵權 

之展商參加日後之展覽。 

 

參展商保證其展品、包裝及相關公 

開材料不存在任何侵犯或違反第三 

方權益的情況，主辦單位有權現場 

拒絕侵犯智慧財產權行為的及其展   

品參展，並保留追究一切法律責任。 

 

13.標準展位元設備及基本設施服務 

    標準展位 

    3 安培的電源插座 1 個(最高 500W) 

展位三面圍板(白色)及展位內地毯 

展臺楣板(含公司中英文名稱及展位 

號碼), 展位基本清潔 

方桌 1 張，椅子 2 張 

射燈 3 支(2 支用於楣板上、1 支 

用於展臺內) 

展會會刊基本內容刊登 

參展商名錄線上刊登 

觀眾邀請卡 

 

   光地設備及基本設施服務 

   光地一塊、參展商名錄線上刊登 

   展會會刊基本內容刊登 

   觀眾邀請卡 

 

14.如任何問題，敬請查詢 

法蘭克福展覽（上海）有限公司 

北京辦事處 

中國北京東城區建國門內大街 7 號 

光華長安大廈 2 座 1721 室 

郵編：100005 

電話: +86 400 613 8585 分機 820 

傳真：+86 10 6510 2799 

電郵： 

building@china.messefrankfurt.com  

 

http://www.messefrankfurt.com.hk/
mailto:building@china.messefrankfur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