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此申请表即为参展合同，一经签署盖章即时生效（即展商认可表格及参展

基本准则中的所有内容）。登记的公司信息及展品信息被允许记录及公

布，参展商须在提交表格后的 7 个工作日内支付展位费的 50%作为预付

款。本合同传真件有效。如因展商原因最终未能参加第十八届中国国际粉

体加工/散料输送展览会，预交定金将不予退回。 

 

 

 
 
 
 
 

 

1. 参展公司基本信息              
                                                                       

公司（中文） 
 
公司（英文）   

 
董事长/总经理   

 
联系人                                                             □  先生      □  女士 

 

地址     
 

邮编                                                 手机 

 

电话   传真 

 

电子邮件  

 

公司网址 

2. 联合参展商 （每 12 平方米只能申请一家联合参展商） 
 

公司（中文） 

 
公司（英文）   

 
董事长/总经理   

 
联系人                                                            □ 先生       □  女士 

 

地址 

 

邮编                                                  手机 

 

电话 传真 

 

电子邮件 

 

公司网址   

 

3. 发票信息（具体开票信息请另附文件说明并提供一般纳税人资格证；原则上与参展公司一致，如有不同，需另附代付款证明） 

□  增值税普通发票              □ 增值税可抵扣发票 

 发票寄送地址（如与公司地址不一致请填写）：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展位申请 （请在方框内填上预定展位的长度、宽度以及面积数）                                                             *  包括 6%的增值税(可抵扣)                   

 长：______米        深：______米       面积：____平米                  展位号：___________                * 总价：￥___________ 

展台确认（计量单位仅为米） A 区 B 区  

选项 1：标准展位（12 平米起租） 

包括：展示区域，会刊登陆和网站宣传、展板、楣板、铺满地毯，1 张咨询

桌，2 把折椅，1 个废纸篓，1 个 220V 电源插座和 2 盏射灯。 

□ ￥2250/平米 □ ￥1500/平米 

 选项 2：光地（18 平米起租） 

包括：会刊登陆，网站宣传。不包括任何展台搭建。不允许使用相邻展台

的展板。特装搭建需得到主办单位的审核通过！展台封闭面都需竖立 2.5

米高的展板，并在展示区域内铺满地毯。 

□ ￥1900/平米 □ ￥1200/平米 

联合参展费用 

联合参展商费用包括参展费及会刊录入费用。 
□ ￥1600 每家联合参展商 

 

在 2020 年 1 月 31 日前回传填写完整的展位申请表并按付款通知书支付预付款，将享受展台费用 10%的折扣优惠 
 

5. 主要产品领域 

□ 粉体制备技术及基本工艺   

   □ 散料输送设备及相关技术 

 □ 颗粒分析与表征 

□ 纳米颗粒技术  

□ 安全环保技术  

□ 测量和控制技术  

□ 相关服务 

 

6. 我们将在现场展示以下产品及服务（仅提供关键词）                                   

英文：                                                                                                                                                                                                       _  

中文：                                                                                                                                                                                                       _ 

产品起源国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其他特殊需求备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签名/公司盖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 

 
 

展位申请表                                                                            
 

IPB 2020 

第十八届中国国际粉体加工/散料输送展览会

2020 年 7 月 29-31 日         上海世博展览馆 

 

填完后请回传至： 

纽伦堡会展（上海）有限公司 

电话:  +86(0)21.60 36 12 21 

传真:  +86(0)21.52 28 40 11 

邮箱:  ipb@nm-china.com.cn 



参展基本准则 

 1. 申请 
必须通过主办方印制的“参展申请表”申请参展，准确完整填写表格

并签名盖章使其具有法律效力。此申请表作为与主办方签订参展合同的
文件之一。 
       签署该申请表后，参展基本原则被视为是对申请人具有法律约束效
力的文本。同时，申请人还负责保证活动期间由其雇佣的工作人员能够
遵守所述条件。 

此外，有关展会及场所具体的规章会在参展商手册中明述，并构成
合同的组成部分。 

2. 订立合同 
通过返回填写完毕的“参展申请表”订购展位。参展商和主办方之间的

租赁合同以主办方确认展位起开始生效。倘若展位确认书的内容与申请
内容不符，将根据展位确认书订立合同。 

3. 更改 
主办方保留取消、延迟或更改展会地点以及缩短或延长展会时间的权

利。或出于技术、官方、主办方认为的强制性原因保留为参展商安排其
他展位或更改展位面积的权利。恕不接受因此类操作而取消合同的行
为。 

4. 入场许可及展位确认 
参展商以及所列展品的入场许可由主办方全权处理，将会在展位确认

书中进行相关确认。合同对入场许可具有法律效力。未经主办方书面确
认，申请表中规定的保留条款或条件无效。 

基于场地因素考虑，尤其当可用展位不够时，主办方有权拒绝接纳
个体或参展商参加展会。或者为了确保展会效果，主办方会限制个别参
展商或供应商出席活动。主办方有权限制已申请展品以及展位的改动。
入场许可仅适于申请书中指定的展品、参展商以及所述展位。不得展示
除被允许或已列出参展展品之外的其他货品。 

5. 展位分配 
将按照展会的主题和计划分配展位，并受限于展位资源。主办方将

尽可能考虑申请表中的展位位置请求。申请表的提交顺序不是展位分配
的唯一决定性因素。 

如有需要，主办方有权改动所分配展位的大小、形状和位置。如有
可能，主办方会在展会其他地方提供一个类似的展位，并及时通知参展
商。如果展台租赁费用也有相应改动，主办方应做相应退款或追加付款
处理。参展商有权在收到此类通知一周内取消申请，任何一方无权要求
索赔。参展商应接受自准入时间起其他展台的位置可能已经变动的情
况，不得因此类变动要求索赔。未经主办方许可不得与其他参展商交换
分配展位或将展位转让给第三方，即使是部分交换或转让也不允许。 

6. 联合参展商 
 一名或多名联合参展商需要缴纳相关规定的费用。主参展商应确保

联合参展商履行其承诺的全部责任。 

7. 展台租赁、付款条件、留置权 
展台租赁费如申请表所示。参展商应按照申请表支付展台预订的预

付款。收到主办方付款通知后一周内应支付预付款。展会开始前两个月
内支付总余额。 

展商必须按照付款通知书上的付款条件和日期付款。只有在付清全
部款项后才能兑现分配的展位，且只有在付款通知书开出后14天内提交
的有关申诉才能予以考虑。 

主办方有权在书面通知其意图后行使留置权并在公开市场出售任何
扣押财产。除非蓄意或因重大过失导致任何扣押货品的损坏，否则主办
方对此不承担责任。 

8. 广告 
 仅允许在参展商租赁的区域内为其公司或由其生产或经销的货品开

展各类广告宣传，此类宣传必须已在申请表中列出并获得主办方的许
可。 

利用仪器和设备通过视觉和/或听觉效果增强广告效应需要得到主
办方的书面同意。禁止任何具有政治性质的广告；禁止竞争性的促销
活动，除非得到主办方的批准。 

9. 照片、图像、影片 
 主办方有权将展会、展品、展会结构以及展台制成照片、图像和影

片，并利用其进行宣传或出版，参展商不能以任何理由反对。这还适用
于经主办方同意由出版社或通过电视直接制作的照片。对于付款制作展
台照片、图像和影片，参展商只能使用由主办方授权并具有相关许可的
摄影师。只有这些展会摄影师有权在展会开展之前或之后进行拍照。这
些时段内不接纳其他服务承包商。不允许参展商制作其他参展商的展台
照片、图像和影片。 

 10. 撤销参展、取消预订的服务项目或缩小展位面积申请 

 若展商撤销参展申请、取消合同中预订的服务项目或缩小展位面

积，NMC 有权将展商撤销的展位面积用于其它用途并或向第三方租

赁。在 NMC 确认展商的撤销申请后，参展商仍应承担一定比例的租赁

费或服务费，具体如下： 

 距离开展 90 天以上须支付所有费用的 50% 

 距离开展 30 天-90 天须支付所有费用的 80% 

 距离开展 30 天以内须支付全额费用 

       以上条款不适用于由于法律原因被强制撤销申请或取消展位的参展

商。若由于参展商单方面原因导致 NMC 无法将其取消的展位租赁给第

三方，参展商有义务承担所有费用。NMC 保留对其他损坏进行索赔的

权利。参展商的撤销申请只可在 NMC 出具相关的书面同意书后方可生

效。 

11. 撤销入场许可或展位确认 

         如下情况，主办方有权撤销参展商入场许可并将展位转租其他公

司： 

 在搭建日期最后一天的下午 3 点前展商仍然没有进馆搭建。 

 

签名/公司盖章                                                                                             

 如果无法在协议时间内支付展台租赁费，主办方给予宽限后仍无

果；已登记的参展商没有履行展位确认书的条款或如果主办方发现

参展商参展条件与展会规定不符。 

 参展商违反展馆规章。 

主办方保留此类情况下对参展商进行损坏索赔的权利。 

12. 清除展品 

        主办方有权要求清除未列于申请表或证明其属危险、扰人、不合适、

或经证明违反知识产权的货品。如果参展商未遵守该要求，上述货品将由

主办方负责清除，费用由参展商承担。 

13. 展台搭建、设备安装和撤展 

 展台搭建必须符合展会的总体布局。主办方保留禁止设立不合适的

展台搭建或监督由参展商出资对其进行改动的权利。 

 展会期间展台各项设备须有资质的专业人员在指定的时间进行搭建

安装。必须在展台搭建所允许的期限内完成展台的搭建并清除展台

的所有包装材料。 

 展台内必须清楚地显示参展商名称和地址。重型展品的展出需获得

主办方的同意。禁止装饰展馆地面。 

 展会结束后，必须归还由主办方提供的基础物件，确保其没有受损

且保持原始状态。由于过失或未在发生时立即报告主办方而引起的

损坏应由参展商负责赔偿。对于超出拆除展台所允许期限仍留在展

台的展品，由参展商自行出资清除和储存。 

 禁止参展商在展会结束前清除展品或拆除展台。如参展商提前撤展

或清除展品，主办方有权给予该展商人民币 1000 元的罚款，或者

取消该参展商下年参展资格。 

14. 不可抗力 

        如果并非因为参展商本身或主办方的原因（不可抗力）导致参展商无

法参加活动，展台租赁费减半。如果因不可抗力导致主办方无法举办活

动，应立即通知参展商，不得延误。 

        此类情况下展台租赁费的索赔无效。但若参展商仍有意向参展，主办

方可向其收取为完成其预定所需的相关费用。 

        如果主办方能够在后期或其他场所举办展会，主办方应立即通知参展

商，不得延误。参展商有权在接到展会时间或场所改动通知的一周内取消

参展。如果在展会开始后由于不可抗力主办方被迫缩短或取消活动，参展

商不得要求任何展台租赁费的偿付或取消。 

15. 参展商胸卡及搭建商、货运代理施工证 

        参展商胸卡在展会搭建、撤馆及展会期间有效。每家参展商将免费得

到胸卡，胸卡数量取决于参展的展台大小和工作人员数量。订购 9m2 展

位的参展商可免费获得 3 张胸卡，每多订购 9m2 展位可免费再获得 1 张

胸卡。展商最多可免费获得 10 张胸卡。 

        展台搭建和撤馆期间由展馆管理部门负责监管提供搭建、货运人员的

施工证。这些施工证的有效性仅限于展台搭建和撤馆期间，不包括展览展

示期间。这些施工证上印有个人姓名，不得转让，且只有出示身份证才能

使用。滥用施工证将被吊销。 

16.监督 

        主办方将在展会中心进行全面监督。这不应影响第 17 条中的责任规

定。强烈建议参展商为确保其展台和展品的安全采取相应措施并办理相关

保险。能够轻易移动的贵重物品应自行妥善保管。 

参展商可自行出资委托由主办方聘请的服务承包商提供额外的展台监督。 

17. 责任、保险、事故预防 

        只有在活动期间由于主办方或其工作人员的疏忽而导致展会期间出现

明显的损坏，主办方才负责向参展商及其授权人员赔偿最高人民币 50,000

元的费用。主办方对展品和展台设备的损坏、失窃或其他损失以及由此引

起的损坏不承担任何责任。 

        按照法律规定，参展商应向主办方承担一定责任。强烈建议参展商购

买参展商责任保险。 

        参展商必须按照相关专业协会的事故预防条例使用安全装置装配参展

用机械设备。 

        主办方有权决定禁止机械和/或设备的展示或操作。 

18. 知识产权的保护 

       保护展品的版权或其他专利权是参展商的责任并得到主办方的支持。 

19. 展馆规章及违纪 

       参展商应同意在展会期间遵守展会中心各部分的规章制度。必须遵守

佩带工作证的主办方员工的指示。 

       若参展商违反参展基本准则或展馆规章制度，且在警告后继续违反，

主办方有权立即关闭展台，由此引起的风险和费用由参展商自行承担，且

不享有索赔权。 

20. 直销 
       不允许直销，除非明确许可，且物品标明价格。参展商负责确保从有
关贸易和卫生当局获得许可，并遵守国家法律法规。 

21. 数据保护 
       由主办方及其展会服务合作伙伴（如适用）负责收集、处理和使用
个人资料。 

22. 执行和管辖所在地域 

        中国上海是执行和管辖所在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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