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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1 月 09 至 11 日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请填写此申请表格并签名盖章后 email 至主办单位筹委会电子邮箱：wire@china.messefrankfurt.com。主办单位联系方式如下： 
南方电网数字传媒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    手机：          传真：                                 
广州光亚法兰克福展览有限公司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广州博优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联系人：    手机：          传真：           
 
参展申请合同 
一、公司资料： 

公司名称(中文)：                                                                                                                                                                    

公司名称(英文)：                                                                                                                                                                   

地址(中文)：                                                                                                   邮编：                                                                                                                                                  

地址(英文)：                                                                                                               

展会联系人：                                电话：                  /                    /                         传真：                  /                    /                             
       国家编号   /    地区编号   /    电话号码                                  国家编号   /    地区编号   /    传真号码 

电子邮箱：                                                                                  公司网站：                                                                       

二、我司的产品属于以下产品类别 (所有产品的总百分比为 100%)： 

1. 电线电缆 2. 光纤光缆 3. 设备材料 
            % 1.1 超高压            % 2.1 单模光纤            % 3.1 线缆制造及精加工机械 

           % 1.2 特高压            % 2.2 多模光纤            % 3.2 检测仪器 
           % 1.3 高压            % 2.3 单模光缆            % 3.3 线缆材料 
           % 1.4 中压            % 2.4 多模光缆   
           % 1.5 低压            % 2.5 光纤光缆附件 4.         % 其他，请说明：                   
           % 1.6 弱电     
           % 1.7 电缆附件 

 
 
 

    
 
三、公司和产品范围中英文简介 (100 字内，用于展会预览及会刊上公司产品简介宣传，请务必正楷填写，并请附上公司 logo、
产品图片各一张，发送至邮箱 wire@china.messefrankfurt.com，会刊资料不再另外收集，如无特殊要求，默认以此为准） 

中文   

 

英文 

 
四、参展费用 

标准展位 光地 
(9 平方米起租) (36 平方米起租)* 
展位面积：            平方米 展位面积：            平方米 
参展费用：人民币9,800 / 9平方米 参展费用：人民币1,000 / 平方米  
*备注：租用光地，参展商需向展馆现场管理处支付场地管理费(不退还)及清洁押金(可退还)，具体金额以展馆方最后确定为准。 

 
展厅：  _________   展位号：__________     面积：__________平方米    展位费：_______________ 
 

五、公司法人资料 (请填写法人姓名，职位并签字盖章) 

 我司已阅读并接受申请表格第 2 页随附列明的参展条款。                                                                                               

参展单位：                                                               主办单位： 南方电网数字传媒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光亚法兰克福展览有限公司 
法人（授权代表）：                                                       广州博优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法人（授权代表）：                                                 
 
日期：                                                                       日期：                                                                       

 
(请参阅第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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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条款与条件细则 
1. 主办单位 

南方电网数字传媒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光亚法兰克福展览有限公司 
广州博优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2. 展览场地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琶洲展馆 
中国广州海珠区阅江中路 380 号 

 
3. 展会日期 

2020 年 11 月 09 至 11 日 
 
4. 参展申请及确认 

意向参展的公司必须完整填写参展申请表格(合同)并签字

盖章后递交予主办单位以完成整个参展申请程序。随后主

办单位将以书面传真和直接邮件方式确认参展通知。 
 
由于不可抗拒因素致使展会不能如期举行 (如战争、地震

等自然灾害)，主办单位有权更改展期，并不承担由此产

生的任何法律经济责任。 
 
5. 付款条款 

参展商报名后必须在10个工作日内支付50%展位费，否则

主办单位有权调整或取消其所定展位，余款必须于2020
年10月09日前付清。所有银行手续费需由参展商承担。 

 
请将展位费用汇入以下账号： 
账户：  南方电网数字传媒科技有限公司 
开户行：  中国建设银行广州广电支行 
帐号：    44001403304059999998  
 

6. 取消参展 
无论参展申请人因何种原因单方面取消参展计划，其已付

参展费用不予退还。 
如参展公司于开展第一天前三个月通知主办单位退出该

展览，申请公司仍必须支付主办单位全额参展费。 
 

7. 参展条款与规定总则 
此参展合约是由申请单位与主办单位签定。 
有关详细的参展条款与规定总则，请访问主办方网站

www.messefrankfurt.com.hk，如需打印本，请向主办方

索取。 
 
 
 
 

8. 展位分配 
展位位置将根据产品类别或主办单位制定的其它标准进

行分配。如有特殊情况，主办单位保留对已分配的展位位

置进行调整的权利。                                                                                         
联合参展公司必须通过主参展商安排参展事宜。 

 
9. 展位搭建 

标准展位参展商不得改动楣板，主办单位有权现场不接受

标准展位改光地。 
 
光地申请必须36平方米起计(不含任何设施)，参展商不得

分租展位，只限一家展商资料登录展会对外宣传资料。 
 

10. 展品内容 
主办单位有权于现场取消参展产品与签订参展合同不相

符的展位，其已付参展费用不予退还。 
 
11. 会刊内容 

如主办单位没有及时收到参展商的会刊内容登记表，本参

展申请表的内容将作为参展商介绍刊登在展会会刊上。 
 
12. 知识产权及版权 

参展商保证所有展品、包装和广告宣传材料不能侵犯第三

者产权，包括已注册或其它确认商标、著作权、设计、名

称，及专利。主办单位有权拒绝有关确定侵权之展商参加

日后之展览，并保留追究一切法律责任。 
 
13. 标准展位设备及基本设施服务 

基本展台搭建、1 个电源插座（3 安培，最高 500 瓦）、

展位三面围板（白色）及展位内地毯、展台楣板（含公司

中英文名称及展位号码）、方桌 1 张、椅子 2 张、射灯 2
盏、展位基本清洁、会刊基本内容刊登、展商胸卡、观众

邀请卡 
光地设备及基本设施服务 
光地一块、会刊基本内容刊登、展商胸卡、观众邀请卡 
 

14. 其它 
本合同一式伍份，参展单位执壹份，主办单位执肆份。 
参展单位须同时提交企业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

构代码证（如已三证合一，则提供新证）扫描件。 
 
 
 
 
 
 

 
 
 

我司已经知悉同意展会相关的各项规定及此参展表格随附的“参展条款与条件细则”，会遵照执行。 
 
签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盖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ttp://www.messefrankfurt.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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