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国际模具展览会
广州国际 3D 打印展览会
2022 年 3 月 3 至 5 日
广交会展馆 B 区
中国·广州·琶洲
请填写此申请表格并签名盖章后递交至：
广州光亚法兰克福展览有限公司
广州市林和西路 161 号中泰国际广场 B3107 室 邮编：510620
电话：＋8620 3825 1558 传真：＋8620 3825 1400 电邮：asiamold@china.messefrankfurt.com

参展申请合同（请用端正字体填写，并注意“参展条款与条件细则”的第 10 条,以下信息将作为展会的会刊信息之用途）
1． 公司资料（标*必填）
：
公司名称*(中文):

(填写名称务必与公章公司名称一致)

(英文):
联系人*：

职位*：

手机：

_

地址*（含省市）
：

邮编：

电话*：

_

传真：
国家编号 / 地区编号

/

号码

国家编号 / 地区编号

公司邮箱*：

/

号码

联系人邮箱：

_

网站：

_

2． 我公司的产品属于以下领域(可多选，请打勾)：
□工业级 3D 打印机

□桌面型 3D 打印机

□CAD/CAM 系统

□3D 打印材料（光敏树脂、塑料粉末材料）

□快速成型

□三维扫描仪

□3D 打印服务

□普及应用 3D 设计软件、打印软件

□三维测量仪
□3D 打印材料（金属粉末材料）

□其他，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我公司目标客户来自以下领域(可多选，请打勾)：
□家电制造 □IT 电子信息产业 □电子电气 □ 汽车及汽车配件 □机械设备 □建筑五金 □医疗器材及用品
□国防军工 □航天航空航海 □玩具 □日用消费品 □环保科技 □照明 □办公用品及礼品 □仪器设备 □包装
□自动化 □化妆用品 □通讯设备 □化工产业 □运动与休闲 □其他，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我公司主要目标市场国家/地区：
海外：1.__________
2.__________
国内：1.__________
2.__________

3.___________
3.___________

其它_____________
其它_____________

5． 公司和产品范围简介 (必填，最多 50 字，用作展会预览和会刊上的公司产品简介及主办方所需材料，请务必正楷填写，请
参见“参展条款与条件细则”第 11 条，并请附上公司 logo 一张，发送至 asiamold@china.messefrankfurt.com)
中文：

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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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参展费用：
标准展位（9 平方米起租）
人民币12680 / 9 平方米

折扣优惠

光地（18平方米起租）
人民币1160 / 平方米

展位基本配置内容（供参考）
：
标准展位：
 展位租赁
 展台搭建和拆除
 展台围板 （白色，2.5米高）
 展位内地毯
 标有公司名称和展位号的楣板
 1 张洽谈桌
 3 张折椅
 4 盏长臂射灯（100W）
 1 个电源插座（5安, 220伏, 最大 500瓦）
 1 只垃圾箱
 日常展台清洁和保安
 会刊基本内容登录和参展商胸卡

光地：
 展位租赁
 会刊基本内容登录和参展商胸卡

展位类型选择: (请在所选类型的空白处打勾)
标准摊位

光地

展位号：

总费用：

(由主办单位填写)

备注：

(由主办单位填写)

面积：

平方米

付款事宜：请贵司在签订合同后 10 个工作日之内支付 50％展位费，方确认展台位置，并请在 2021 年 12 月 1 日前将
50％的余款付清。2021 年 12 月 1 日之后报名的展商请在收到付款通知后 10 个工作日内支付全款。若未如期付款,本
司保留对展位的重新调整权。
账户名： 广州光亚法兰克福展览有限公司
开户行：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银行地址：广州市环市东路 368 号花园酒店首层 G2
帐号：
629-035577-011

7.

申请单位：请填写负责人姓名及职位并签字盖章
我司申请参加 Asiamold 2022 & 3D printing 2022 ，

8. 主办单位项目负责人签字及盖章

并同意展会相关的各项规定及此参展表格随附的“参展条款

广州光亚法兰克福展览有限公司

与条件细则”。 (见附页)

广州市林和西路 161 号中泰国际广场 B3107 室

法人签字及盖章:

负责人签字及盖章:

日期: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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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参展条款与条件细则
1.

2.

主办单位

此参展合约是由广州光亚法兰克福展览有限公司与申请单

广州光亚法兰克福展览有限公司

位签定。有关详细的参展条款与规定总则，请访问主办方网

中国广州市林和西路 161 号中泰国际广场 B3107 室

站www.messefrankfurt.com.hk，如需打印本，请向主办方

邮编：510620

索取。

展馆地点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广交会展馆）B 区
中国广州市海珠区阅江中路 380 号

8.

展览会的各项日程安排
参展商成功注册后，必须遵守主办单位制定的“参展商手
册”上的各项日程安排。如参展商在大会指定时间之前撤
展或丢弃展位，主办单位有权力另外收取等同于 10％参展

3.

展会日期

合约费的罚金。

2022 年 3 月 3 至 5 日
9.
4.

申请与确认
申请参展需向主办单位提交完整及已签字的申请表。主办单
位将以书面传真和直接邮件方式确认申请成功。

5.

付款方式
申请展位时需（10个工作日内）支付50%展位费的预付
款。申请企业应直接将款项汇给主办单位，余款须在2021
年12月1日前须付清。2021年12月1日之后报名的企业须在
收到付款通知后10个工作日内支付全款，所有相关银行手
续费均由申请企业承担。
若未如期付款,本司保留对展位的重新调整权。

联合参展商须通过主参展商安排参展事宜。
10.

参展商名录 / 展览会指南
如主办单位未收到展商的参展商名录登记表格 （见参展商
手册）
，将按照申请表的资料刊登于参展商名录/展览会指
南。

11.

知识产权 / 版权
参展商保证其展品、包装及相关公开材料不存在任何侵犯或

请将展位费汇入以下账号：
账户名：
广州光亚法兰克福展览有限公司
开户行：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银行地址：
广州市环市东路368号花园酒店首层G2
帐号：
629-035577-01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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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保留根据实际情况对已分配
的展位位置进行调整的权利。

违反第三方权益的情况，包括商标权、版权、设计、名称，
以及已注册或尚未注册的专利权。主办单位有权现场拒绝存
在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参展商及其展品参展并拒绝其参加
未来的任何展览会。

取消参展

12.

展示产品：

如申请企业在收到拒绝申请或接受申请的回复前取消展位

参展商于展会期间展示之展品务必与本申请合同声明的内

申请，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全部已支付申请费用将不予退还。

容一致；否则，展商属违约，主办方有权没收所有展品并马
上封闭展位；

本合约一经签订，便正式成为合法之法律文件，具法律约束
力；参展费用，以本合约为准。

13.

展会查询地址及联系方法
广州光亚法兰克福展览有限公司

如参展商在展会开始日之前至少三个月内通知主办单位取

中国广州市林和西路 161 号中泰国际广场 B3107 室

消参展，参展商必须向主办单位支付全额参展费。

邮编：510620
电话：＋8620 3825 1558

已经立约的（例如：双方签署并盖章的申请合同表）参展商

传真：＋8620 3825 1400

通知主办单位取消参展， 如主办单位可在无任何损失的情

电邮：asiamold@china.messefrankfurt.com

况下重新出售该展位，参展商应付余款可降低至参展合约费

网站：www.asiamold-china.com.cn

的 80%手续费，但不包括参展商应全数承担的额外成本、
目录费用等。
7.

参展条款与规定总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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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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