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hibitor Registration Form

参展申请表 (代合同)

R+T Asia 亚洲门窗遮阳展
2022年5月25-27日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25-27 May, 2022 National Exhibition and Convention Center (Shanghai)

www.rtasia.net

Booth No 展位号:

All participation fees are inclusive of VAT (Value Added Tax)
报价均含增值税 (6%)

■ Exhibitor Details 展商详情
Company Name 公司名称 (English / 英文):

Company Name 公司名称 (Chinese / 中文):

Booth 展位

Standard 展位规格

Unit Price 单价

Shell Scheme
标准展位

12m2 起租 (Min 12m2)

1550

≤ 100m2 部分 (36m2 起租)
≤ 100m2 (Min 36m2)

1400

> 100m2 部分

1232

Raw Space
光地展位

Address & Code 公司地址及邮编:

General Management 总经理

■ Participation Fees 参展费用

SQM 面积

Booth Fee 费用

Total 总计:

Mobile Phone 移动电话
Discount 优惠

Contact Person 展会负责人

Position 职位

Mobile Phone 移动电话

□ Onsite rebooking discount 现场预定优惠
(2% discount for exhibitors who booked onsite and paid deposit)
(仅限针对现场预定并缴纳预定金的展商优惠2%)
□ Early bird discount 早鸟优惠
(3% early bird discount if application form sent back
before July 31, 2021)
(2021年7月31日前申请优惠3%)

RMB
RMB

Total Discount 总计优惠: RMB

Phone 电话

Fax 传真

Catalogue Fee (mandatory)
每家展商将收取会刊宣传费

RMB

500元

E-mail 电子邮件

Your company’s profile and color logo will be presented
in the 2022 R+T Asia Exhibition catalogue
企业基本联系方式及简介将露出在 2022 R+T Asia 会刊上并获得会刊全彩 logo

Website 公司网址

Total Participation Fee 参展费用总计

RMB

■ Important Rules 重要规则
* The information above shall be filled out by the exhibitor and submitted to the organizer,
it shall be deemed as the permission to enter the organizer's information database and
voluntarily receive the exhibition information.
以上信息由参展单位填写后提交主办方，提交后视为同意进入主办方信息库，自愿接收展会信息。

■ Booth Location 产品分区

Please choose one product category, we will arrange the booth according to your choice.

请注意: 每家展商只能选择一个分区，我们将参考您的选择来安排展位

□ Internal Sun Shading Systems Area 内遮阳产品展区
□ External Sun Shading Systems Area 外遮阳产品展区
□ Awnings Area 遮阳篷展区
□ Technical Textiles & Window Covering Fabrics Area 功能性面料及窗饰面料展区
□ Drive & Control Systems Area / Smart Home 驱动及控制系统展区、智能家居
□ Window Shutters Area 百叶窗展区
□ Machinery Area 窗饰机械展区
□ Window Covering Accessories & Fittings Area 窗饰配件展区
□ Doors & Gates Area 门展区
□ Door Control & Operators Area 门机门控展区
□ Roller Shutters Area 卷闸展区
□ Machinery Area 门机械展区
□ Accessories & Fittings Area 门配件展区

■ Exhibits 参展展品 (Required 必填)
The main product category that will be presented is / 我们最主要的展品是:
Choose 1 category from the main category on the list on the third page.
请从第2页的产品大类列表中选择一项填入 (单选)
For example / 例如: 3.

* Discounts are provided only for Booth Fee.
所有优惠仅适用于展位费报价，不包含广告及会刊费。
* The initial payment equal to 50% of the total participation fee should be paid within
7 days from the invoice receipt. The balance fees should be paid before December
1, 2021.
参展商应在收到付款通知书后7天内须付清参展首付款，首付款为总参展费用的50%，
剩余参展费用须在2021年12月1日前付清。
* All discounts and original booth will be cancelled if payments are not received on time.
如未在规定日期前付清款项，所得优惠及原定展位将被取消。
* Individual account payment will not be able to issue VAT invoice.
个人帐户付款将无法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 Confirmed By Exhibitor 参展商确认
We would like to participate in R+T Asia 2022 and fully agree with the
Terms of Participation.
我司确定参展，对该申请表的所有内容予以确认，并遵守“参展条款”。
Company Seal:
公司印章
Signature / 签名:

Date / 日期:

■ Confirmed By Organizer 主办单位确认
Detailed product categories that will be presented are / 我们详细的展品包括:
Please choose from the lists (main categories and / or detailed categories)
on the third page.
请从第2页的产品详细列表中选择您的产品 (多选)
For example / 例如: 6.1; 6.2

Company Seal / 公司印章:

Date / 日期:

The contract is hereby made between the organizers and the exhibitor, as named above, for this exhibition.
本合同由主办单位上海万耀企龙展览有限公司和参展商共同签定确认。
请仔细填写参展申请表，并邮件回复给主办方上海万耀企龙展览有限公司 地址: 上海市南京西路1333号, 上海展览中心商务楼
邮编: 200040
Please return this Exhibitor Application Form to VNU Exhibitions Asia Ltd. Add: Business Mansion, Shanghai Exhibition Center, No.1333 Nanjing Road (W), Shanghai 200040
Tel/电话: +86 21 6195 6006
Email: rtasia@vnuexhibition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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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 Category / 展品分类
1. Roller shutters and accessories
1.1 Roller shutter systems
1.2 Laths
1.3 Roof windows roller shutters
1.4 Roller shutters for irregular window shapes
1.5 Roller shutters for conservatories
1.6 Security roller shutters
1.7 Shutter boxes
1.8 Roller shutter components
1.9 Fittings for roller shutter
1.10 Machines for the manufacturing of roller shutters
1.11 Roller shutters accessories
1.12 Swimming pool covers

1.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1.10
1.11
1.12

卷闸及配件
卷闸系统
帘片
天窗卷帘
异形天窗
阳光房卷闸系统
防盗卷帘窗
卷帘盒
卷帘组件
卷帘附件
卷闸设备
卷闸配件
泳池顶棚

2. Window Shutters and accessories
2.1 Sliding panel shutters
2.2 Folding slide shutters
2.3 Lifting panel shutters
2.4 Window / wing shutters
2.5 Fittings for window shutters
2.6 Machines for the manufacturing of window shutters
2.7 Window shutters accessories

2.
2.1
2.2
2.3
2.4
2.5
2.6
2.7

百叶窗及配件
翻板百叶窗
折叠百叶窗
提升面板百叶窗
翼板百叶窗
百叶窗附件
百叶窗制造机械
百叶窗配件

3. Windows and window accessories
3.1 Window systems
3.2 Sections
3.3 Window sills
3.4 Window frames
3.5 Fittings for windows
3.6 Machines for the manufacturing of windows
3.7 Window accessories

3.
3.1
3.2
3.3
3.4
3.5
3.6
3.7

门窗及配件
系统门窗
制头
窗台
窗框
门窗附件
门窗设备
门窗配件

4. Awnings
4.1 Folding arm awnings
4.2 Cassette awnings
4.3 Facade awnings
4.4 Vertical awnings
4.5 Conservatory / Patio awnings
4.6 Terrace roof awning
4.7 Pergola awnings / Pergola awnings with slats
4.8 Frames
4.9 Machines for the manufacturing of awnings
4.10 Awning accessories
(Lightning/ Heating/ Cooling/ Sound systems)

4.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4.10

遮阳篷
曲臂遮阳篷
暗盒式遮阳篷
立面遮阳篷
垂直遮阳篷
温室 / 露台篷
露台屋顶遮阳篷
凉棚 / 带百叶窗的凉棚
篷架
遮阳篷设备
遮阳篷配件
(照明系统 / 供暖系统 / 冷却系统 / 音响系统)

5. External venetian blinds
5.1 External venetian blinds
5.2 Slats
5.3 External venetian blinds components
5.4 Fittings for external venetian blinds
5.5 Machines for the manufacturing of venetian blinds
5.6 External venetian blinds accessories
5.7 Privacy systems

5.
5.1
5.2
5.3
5.4
5.5
5.6
5.7

外遮阳百叶
户外遮阳百叶
百叶帘片
外百叶窗组件
外百叶窗配件
外遮阳设备
外百叶窗附件
私密系统

6. Weather protection systems / Outdoor Living
6.1 Conservatories
6.2 Terrace roofs
6.3 Sun shades / Parasols
6.4 Sun sails
6.5 Tents
6.6 Carports / Parking area shades
6.7 Insect Protection systems
6.8 Accessories for Weather protection systems
(Lightning/ Heating/ Cooling/ Sound systems)

6.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防风雨系统 / 户外家居
温室 / 阳光房
露台屋顶
遮阳板 / 遮阳伞
太阳帆
帐篷
车棚 / 停车场遮阳系统
防蚊纱窗
温室 / 阳光房附件
(照明系统 / 供暖系统 / 冷却系统 / 音响系统)

7. Internal sun protection systems
7.1 Vertical blinds / vertical louvre blinds
7.2 Internal venetian blinds
7.3 Pleated blinds / Folding blinds
7.4 Internal roller blinds
7.5 Louvres/ slats for vertical blinds
7.6 Louvres/ slats for venetian blinds
7.7 Surface blinds
7.8 Blackout blinds
7.9 Machines for the manufacturing of internal sun protection systems
7.10 Internal sun protection systems accessories

7.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7.10

内部遮阳系统
垂直百叶 / 垂直百叶窗
内百叶
褶皱百叶窗 / 折叠百叶窗
内部卷帘
百叶窗 / 垂直百叶帘片
百叶帘帘片
户外百叶
遮光百叶
内遮阳机械
内遮阳系统配件

8. Technical textiles
8.1 Technical textiles for awnings
8.2 Textile materials / fabrics for roller blinds
8.3 Plissé material
8.4 Textile materials / fabrics for blinds
8.5 Technical textiles for external sun protection systems/ weather
protection systems
8.6 Tarpaulins / textiles swimming pool covers
8.7 Machines for the manufacturing of technical textiles
8.8 Sewing thread
8.9 Cords
8.10 Technical textiles accessories

8.
8.1
8.2
8.3
8.4
8.5

功能性面料
遮阳篷面料
卷帘面料
胶合板材料
百叶帘面料
户外遮阳面料

8.6
8.7
8.8
8.9
8.10

防水油布 / 面料游泳池顶棚
纺织机械
缝纫线
绳索
纺织配件

9. Doors / Gates
9.1 Garage doors
9.2 Fire protection doors / curtains
9.3 Smoke protection doors / curtains
9.4 Sound and heat protection doors
9.5 Hangar doors
9.6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doors
9.7 Industrial sectional doors
9.8 Lateral running doors
9.9 High speed doors and gates
9.10 Transparent doors
9.11 Rolling grilles / doors
9.12 Sliding gates / doors
9.13 Hinged door or gate
9.14 Folding doors and folding hinged doors
9.15 Tilt doors
9.16 Lifting / Lowering doors

9.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9.10
9.11
9.12
9.13
9.14
9.15
9.16

门 / 大门
车库门
防火门 / 防火卷帘
防烟门 / 防烟卷帘
隔音隔热保护门
机库门
工业和商业门
工业隔断门
平移门
快速门
透明门
滚动格栅 / 门
滑动门 / 门
铰链门
折叠门和折叠铰链门
上翻式车库门
垂直滑升门

9.17 Dock levelers
9.18 Door and gate fittings
9.19 Steel or aluminum door panels
9.20 Steel or aluminum door profiles
9.21 Machines for the manufacturing of doors and gates
9.22 Door and gate accessories

9.17
9.18
9.19
9.20
9.21
9.22

站台登车桥
门和闸门配件
钢或铝门板
钢或铝门型材
门和闸门制造机
门和门附件

10. Doors
10.1 Exterior pedestrian doors
10.2 Automatic doors
10.3 Revolving doors
10.4 Fire protection pedestrian doors
10.5 Interior doors
10.6 Swinging doors
10.7 Smoke protection doors
10.8 Security doors
10.9 Special-purpose doors
10.10 Doors for emergency and evacuation pathways
10.11 Door locks and fittings
10.12 Door profiles
10.13 Door frames
10.14 Machines for manufacturing doors
10.15 Door accessories

1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0.10
10.11
10.12
10.13
10.14
10.15

门
外部行人门
自动门
旋转门
防火门
内门
摆动门
烟雾防护门
防盗门
专用门
紧急疏散通道门
门锁及配件
门型材
门框
制造门类机械
门配件

11. Grilles and fences
11.1 Window grilles
11.2 Door grilles
11.3 Fittings for grilles
11.4 Accessories for grilles
11.5 Fences
11.6 Fittings for fences
11.7 Accessories for fences
11.8 Parking area protection / bollards / barriers

11.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格栅和围栏
窗户格栅
门格栅
格栅配件
格栅附件
围栏
围栏配件
栅栏配件
停车场保护 / 立柱 / 障碍

12. Drives
12.1 Electrical drives for roller shutters / awnings
12.2 Electrical drives for external venetian blinds
12.3 Electrical drives for internal sun protection systems
12.4 Electrical drives for external sun protection systems /
weather protection systems
12.5 Electrical drives for windows
12.6 Electrical drives for window shutters
12.7 Electrical drives for doors / gates, grilles, doors, barriers
12.8 Solar driven systems
12.9 KNX driven systems
12.10 SMI driven systems
12.11 Manual drives for roller shutters / awnings
12.12 Manual drives for external venetian blinds
12.13 Manual drives for internal sun protection systems
12.14 Manual drives for external sun protection systems /
weather protection systems
12.15 Manual drives for windows
12.16 Manual drives for window shutters
12.17 Manual drives for doors / gates / grilles

12.
12.1
12.2
12.3
12.4

驱动
卷闸 / 遮阳篷电机
户外百叶电机
内遮阳系统电机
外遮阳系统 / 天气防护系统电气驱动器

12.5
12.6
12.7
12.8
12.9
12.10
12.11
12.12
12.13
12.14

电动开窗机
百叶窗电机
门 / 闸门 / 格栅 / 道闸电气驱动器
太阳能驱动系统
KNX驱动系统
SMI驱动系统
卷帘 / 遮阳篷手动驱动器
外百叶帘手动驱动器
内遮阳系统手动驱动器
外遮阳系统 / 天气防护系统手动驱动器

12.15
12.16
12.17

窗户手动驱动器
百叶窗手动驱动器
门 / 闸门 / 格栅手动驱动器

13. Control systems
13.1 Smart Home systems
13.2 Control systems for roller shutters
13.3 Control systems for internal sun protection systems
13.4 Control systems for external sun protection systems /
weather protection systems
13.5 Control systems for windows
13.6 Control systems for window shutters
13.7 Control systems for doors / gates / grilles
13.8 BUS system solutions
(KNX, Zigbee, LonWorks, SMI…)
13.9 Command and signal units
13.10 Sensors / light controls for doors / gates and similar
closures
13.11 Radio remote controls
13.12 Centralized controls
13.13 Other drive units (e.g. hydraulically, pneumatically)

13.
13.1
13.2
13.3
13.4

控制系统
智能家居系统
卷帘门控制系统
内遮阳控制系统
外遮阳控制系统 / 天气防护控制系统

13.5
13.6
13.7
13.8
13.9
13.10

窗户控制系统
百叶窗控制系统
门 / 闸门 / 格栅控制系统
总线系统解决方案
(KNX，Zigbee，LonWorks，SMI ......)
指挥和信号装置
门及类似封闭装置的传感器 / 灯光控制装置

13.11
13.12
13.13

遥控器
集中控制
其他驱动装置 (例如液压、气动)

14. Electrical safety devices
14.1 Light barriers, light grids
14.2 Sensors (Laser, Radar-monitored, etc.)
14.3 Closing edge and trapping protection system
14.4 Access control systems
14.5 Pedestrian barriers (turn styles)
14.6 Intrusion detection systems
14.7 Fire detection systems
14.8 Smoke detection systems
14.9 Security systems

14.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电气安全装置
遮光板、光栅
传感器 (激光、雷达监控等)
闭合和保护系统
门禁系统
行人屏障 (转弯方式)
入侵检测系统
火灾探测系统
烟雾探测系统
安全系统

15. Plant equipement
15.1 Vehicles accessories
15.2 Storage and tool systems
15.3 Tools
15.4 Mounting machines and tools
15.5 Assembling devices and scaffolds
15.6 Measuring tools and hardware
15.7 High frequency welding machines
15.8 Machines for wood, metal and synthetic processing
15.9 Sewing systems
15.10 Work and factory safety
15.11 Load restraint assembly harnesses
15.12 Storage and workshop needs
15.13 Accessories for production
15.14 Cleaning systems
15.15 Work wear
15.16 Miscellaneous

15.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15.10
15.11
15.12
15.13
15.14
15.15
15.16

工厂设备
车辆附件
储存和工具系统
工具
安装机器和工具
组装装置和脚手架
测量工具和硬件
高频焊机
木材、金属和合成加工
缝纫系统
工作和工厂安全
负载约束总成线束
储存和车间需求
生产用附件
清洁系统
工作服
其他

16. Computer
17. Services
18.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19. Associations
20. Industry literature / publications

16.
17.
18.
19.
20.

计算机
服务
研究与开发
协会
工业文献 / 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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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条款
1. 定义
1.1

5. 解除合同
展会是指将于2022年5月25日至2022年5月27日在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青浦区崧泽大道

333号) 举行的亚洲门窗遮阳展 (R+T Asia 2022)。
1.2

5.1

主办单位是由上海万耀企龙展览有限公司、德国斯图加特国际展览公司联合组成。

5.1.1 要求参展商根据5.4, 5.5约定承担责任 (但第6.2条另有约定的除外);

上海万耀企龙展览有限公司将代表其他主办单位履行本参展条款项下主办单位的一切权

5.1.2 书面通知参展商终止本参展条款;
5.1.3 将展位面积再次出租或者自己使用。

利义务。
1.3

参展商是指所有在本届展会中, 获得主办单位所分配的一定空间并展出其产品或服务的

个人、公司或其他组织。
1.4

5.2

主办单位可以保留继续就其他损失向参展商索赔的权利。

5.3

主办单位有权在如下情况下以书面通知的形式终止合同:
5.3.1 参展商未能按时向主办单位支付展位费或其他款项, 并在主办单位催告后仍未完全

联合参展商是指经主办单位事先同意的在特定参展商的展位展出自己产品或服务的上述

参展商以外的个人、公司或其他组织。
1.5

鉴于主办单位在招商、宣传、场馆租赁等方面需要花费巨大的时间、人力和金钱, 如果参

展商表示其解除合同, 不论其是否有权解除合同, 主办单位都有权利执行

支付的;
5.3.2 参展商违反了本参展条款的任何条款, 又未能在主办单位给出的截止时间内修正。

主办单位或参展商在本参展条款中均可单独被称为 “一方”, 合称为 “双方”。

5.4

因本条上述原因, 在距离展会开始前还有3个月以上时, 本参展条款被解除的, 参展商须

向主办单位支付展位总费用的50%作为违约金 (若参展商已向主办单位预付该费用, 则由主办
2. 参展申请及接受
2.1 所有参展申请都应通过提交申请表提出。
2.2 除非由主办单位根据本参展条款另行更改展会日期期限, 所有有意参展的公司、组织或
个人应在2022年4月25日之前向主办单位提交经其签署的申请表。参展商一旦提交参展申请表,

单位直接没收)。
5.5

因本条上述原因, 在距离展会开始不到3个月 (含3个月) 时, 本参展条款被解除的, 参展商

须向主办单位支付全额展位费用作为违约金 (若参展商已向主办单位预付该费用, 则由主办
单位直接没收)。

即视为其向主办单位发出的参展要约。
2.3 参展商的所有展品必须至少属于展会的展品目录中的一项, 否则不得在展会中公开展出。
2.4 参展商提交申请表即表示其已提出参展请求并且完全接受本参展条款中的规定。
2.5 参展商必须为根据适用法律在中国大陆或以外的国家或地区合法注册3年以上 (含3年) 的
公司, 且须提供公司注册证书复印件或其他有效证明文件。

6. 免责条款、不可抗力和主办单位保留权利
6.1

如在不可抗力事件 (即不可预见、不可避免且不可克服的因素，其中包括但不限于火灾、

洪水或其他自然灾难、传染病、战争、暴乱、公敌行为、恐怖主义、公共行为、政府政策或法律

2.6 参展商必须为其所有展品的制造商或经销商, 并应向主办单位提供真实的相关证明材料。

变化、展馆或展会举办地断电或非因主办单位原因而无法正常使用等) 存续期间因其影响而导致

2.7 参展申请表签署后, 参展商应严格按照本参展申请表条款规定的日期支付展位费首付款和

本参展条款全部或部分不能继续履行的损害或损失，双方均不承担因此而导致的赔偿责任 (但是

展位费余额。展位申请表及合同应在以下条件均满足后方才视为生效:
2.7.1 由参展商签字 / 盖章后送到主办单位申请 (注册);
2.7.2 主办单位发参展确认函或主办单位于展位申请表注明的位置盖章, 以向参展商表示
接受申请。

第6.2条约定除外)。受损一方应立刻通知另一方此类事件且应采取所有恰当和正当的措施将此类
事件的损害降到最低限度。
6.2

在发生不可抗力导致展会无法在本参展条款约定的时间、地点举办时，主办单位有权在

约定展会时间之前单方变更展会的时间和地点，但应至少在距变更后的展会时间前90日通知参展

2.8 申请表的提交及主办单位确认收到该申请并不构成主办单位批准申请或同意参展商使用

商。有关展会时间、地点变更的书面通知送达至参展商时，视为本参展条款已变更。若展商拒绝

相应展位。若参展商申请的展位面积或位置不适合, 经双方同意, 主办单位可以调整参展商所申

参加变更后的展会并要求解除合同的，参展商须向主办单位支付展位总费用的至少30%作为主办

请的参展面积和展位位置。

单位前期准备展会已发生成本、损失的分摊。

2.9 未经主办单位事先书面同意, 参展商不得移动、与任何第三方交换或共享其展位, 也不得

6.3 若由于上述不可抗力因素导致展会未能举办、中断或产生任何变化, 或是导致人身或

将其展位部分或全部转让给第三方 (经主办单位批准的联合参展商和参展商所代理的公司除外)。

财产风险时, 主办单位不应对任何性质的损失、损害或伤害承担赔偿责任, 无论该损失、损害或

除主办单位分配给参展商且参展商在本参展条款项下租赁的特定展位面积, 参展商不得占用展馆

伤害如何发生、涉及何人, 除非:
6.3.1 由于主办单位故意或重大过失导致展品遭受物理损伤;

内任何其他空间 (包括通道和其他空闲展位)。参展商只能在其展位范围内分发印刷物或进行广告

6.3.2 由于主办单位故意或重大过失导致展品失窃或遭受其他损失。

宣传。

6.4 如因参展商未能参展、疏忽、行为或未能尽到参展商责任，或因其员工、服务员、
代理、承包商或邀请对象等原因导致任何第三方遭受任何此类损失、损害或伤害，参展商应
3. 联合参展商

确保主办单位对此免责。在任何情况下，主办单位都不应对由参展商或与参展商相关的人员

3.1 原则上, 展会的每一个展位只能由与主办单位签订参展条款的一个参展商使用。

导致的财产、物品、展品的损害、失窃、损失承担任何责任；参展商应就主办单位或其员工、

3.2 任何参展商以外的个人或单位在展位展出其产品必须向主办单位提出特别申请, 并取得

代理机构和管理人员由此遭受的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主办单位的书面批准。联合参展商的批准同样基于上述第2条的标准。联合参展商应当签署相关
书面承诺, 以保证其遵守本参展条款的规定。
3.3 参展商应为其联合参展商和由其代表的其它公司的债务和过错承担责任, 如同承担其自身
责任一样, 参展商还应向其提供展位租赁及相关服务。
3.4 参展商应就其展位内每一个联合参展商的参展向主办单位支付人民币2,000元。

7. 音量噪音控制
7.1

参展商在展馆内播放或产生的任何音量不得超过70分贝 (机械展区控制在90分贝以下),

以确保展览会在专业、不受干扰的气氛中顺利进行。如果参展商拒绝遵守本条约定, 主办单位将
保留采取相应措施的权利。

4. 款项的支付
4.1

展位首付款: 参展商应在签署参展申请表7天之内支付50%的展位费用, 其中展位费用的

20%部分应视为参展商支付的定金。主办单位不就展位首付款单独提供发票。
4.2

展位费用余款: 参展商应在2021年12月1日之前支付另外50%展位费用。若展商于2021年

12月1日之后2022年4月25日之前向主办单位提交经其签署的申请表的, 则展商应一次性支付所有
展位费用。
4.3

申请人或者参展商将收到主办单位关于其它费用的清单 (例如技术服务, 宣传材料) 的确

认通知, 参展商需在收到付款通知后7天内支付以上价款。

8. 展台搭建和设计
8.1 自行设计、搭建展台的参展商, 如有额外对设计、搭建展台的服务需求, 可与大会指定
承建商以外的第三方联系以要求提供展台家具、装修、维修及基础设施等服务。参展商不论以
何种形式搭建展台, 都应填写并提交《光地展商搭建安全承诺书》。
8.2 参展商自行搭建、雇工或其承包商在搭建展位过程中始终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
以及展馆的相关管理规定, 并保证在搭建过程中所有的搭建工作和机械作业都执行上述规定。在
展位搭建过程中, 参展商不得擅自接用水、电、气等。同时参展商搭建的展台不得影响到周围

4.4

参展商全额支付展位费用和其他费用后方能参加展会并使用展位。

参展商的展示效果, 如有周围参展商提出合理要求, 参展商有义务对自己的展台搭建做出调整或

4.5

如果参展商延迟支付本参展条款项下的任何费用, 在经过催告后仍未完全支付的, 则

修改。同时参展商在展会期间要做好自己展台的清理工作, 保持展位整洁。此外, 参展商在其

4.5.1 主办单位有权立即终止本参展条款, 并且没收参展商已支付的定金, 并要求参展商

无法按照该条件搭建展位时, 应通过书面报告主办单位。所有光地参展商 / 搭建商需在布展期间

根据本参展条款第5条承担责任;
4.5.2 主办单位保留向参展商追讨所有应付费用的权利。

向主场搭建商支付搭建管理费。
8.3 展台的设计和施工应符合由主办单位制定的展商手册中的规定。展台搭建不得有破坏
展馆任何一处之情况发生; 如有类似破坏, 由参展商负责向展馆及相关第三方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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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展品运输
9.1

参展商应对其展品运输至展馆所产生的费用负责。

9.2

参展商应在展会开幕前至少十天向主办单位或其指定主场运输服务商提交展品名称及

数量清单。
9.3

在展会结束之前, 参展商不得将任何展品移出展馆外。

9.4

因展品运输或移动导致展馆任何部分损坏, 参展商应负责向展馆及相关第三方赔偿。

9.5

展品在展馆内的运输和移动必须由主办单位指定的服务商完成。

14. 摄影，电影，录像，和素描
14.1

只有经主办单位授权并拥有有效的主办单位胸卡的个人才能在展览馆内摄影、照相、

素描临摹或者录像。在任何情况下, 不能根据他人展台内的展品制作照片或者其它性质的图像或
者录像。如违反条款, 主办单位可以要求其上缴所录材料并可以采取进一步法律手段追究此事。
14.2

需要在正常的开放时间以外拍摄展台, 并进行特别照明的, 需要主办单位事先同意拍摄

需要由展馆电工打开主要环绕电路。参展商将承担此费用。
14.3

主办单位有权拥有依据展览会上展品制作的摄影、图画、电影和录像, 并有权在广告

宣传或者一般的媒体出版物上使用。此类作品的版权属于主办单位。
10. 布展、人员配备以及撤展
10.1

参展商必须遵守主办单位指定的布展和撤展时间。在规定搭建时间最后一天之前还没有

使用的展览场地将视为参展商放弃使用权, 由主办单位任意处置。
10.2

得到许可参加展览会的参展商有参加本次展览会的义务, 在展会规定开放时间内, 参展

商应保证展台始终配备合适的工作人员。在展会结束之前参展商无权移走展品或者拆除展台。
如果参展商违反此规定, 主办单位将有权要求其支付5,000元人民币的赔偿金。
10.3

在展会结束后, 参展商需妥善清洁自己的展位, 在主办单位指定时间内清除为搭建展台

或展出所使用的材料, 将展位恢复原状，并交还给主办单位。

15. 知识产权
15.1

如展会期间发生知识产权纠纷, 主办单位将严格按照国家相关法规规定通告相关部门

并进行处理。
15.2

参展商应尊重其他参展商或行业内企业的知识产权。如果有法院的判决或知识产权

行政管理部门的决定向主办单位证明, 一个参展商的展品、印刷文件、宣传材料或者其它物品
已经侵犯了另一个参展商的知识产权, 尽管没有义务, 但主办单位仍有权利将侵权参展商造成
侵权的展品、印刷文件、宣传材料清除出展览会, 并且有权将其没收至展览会结束, 关闭侵权
参展商的展台, 并/或将其和其员工驱逐出展览会会场。主办单位也有权排除侵权参展商参加以后
的展览会。如果这些措施被证明是不公正的, 参展商也不能向主办单位提出赔偿的请求。

11. 管理费和超时费
11.1

对于在展会拟举办的展馆内进行展台施工, 该展馆将收取一定的管理费。该费用将由

展台施工方支付。
11.2

若参展商希望在正常工作时间以外使用展位, 应当提前通知展馆或主办单位, 并自行

支付超时费。
11.3

管理费和超时费的标准应当以展会拟举办的展馆的收费价目表为准。

12. 参展商、主办单位及展馆的安全责任
12.1

若因参展商自身或其联合参展商、代表人、工作人员、代理机构、承包商和参展观众的

15.3

参展商一经签定本参展条款即表示承诺其所有展品、展品外包装等没有侵犯他人知识

产权。一旦参展商展出或提供的任何商品或服务、或者其促销活动等任何行为被证明侵犯了任何
第三方的知识产权, 参展商承诺将立即从展台撤除相关物品。
15.4

主办单位无须证明其对参展商做出的决定和行为的恰当性, 参展商同意尊重主办单位

的任何决定和行为。参展商无权要求主办单位作任何赔偿, 除非参展商能证明主办单位有重大
过失或抱有恶意。

16. 展会举办期间的违约处理
16.1

参展商或其联合参展商、代表人、工作人员、代理机构、承包商在展会布展、举办和

行为或疏忽导致任何后果, 参展商应保证主办单位及其负责人、授权代表、管理人员、公司员工、

撤展期间违反本参展条款规定的, 主办单位有权酌情限制参展商或其有关人员入场、有权移走

代理商及其他代理人不因此遭受任何损失, 若前述人员因此而承担任何费用、责任、损失或遭到

违规展品、甚至封闭违规展位, 并有权永久取消违规企业的参展资格, 损失一概由参展商承担。

起诉或索赔, 参展商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12.2

16.2

参展商违反中国法律的, 主办单位将保留追究参展商法律责任的权利。

为保证展会顺利并安全进行, 所有参展商、搭建商应当购买第三者公众责任险、相关

参展工作人员、参展展品的相关保险。如主办单位提出要求, 参展商应向主办单位提供参展商已
进行充分投保的证明。主办单位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应对其无法控制的因素而导致的损失 (包括

17. 争议解决

参展商由此而遭受的利润损失) 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即使由于该等因素已导致在展会场地无法正常

17.1

参展条款及条件应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解释并管辖。

施工、搭建、完工、改造或撤展; 展会被全部或部分取消、变更; 或本参展条款被全部或部分

17.2

参展商必须无条件遵守现行及将来实施的与本条款及条件履行有关的、由主办单位

变更。
12.3

制定发布的或与展会举办相关的合同有关的所有法律法规以及当地政府机关或展馆负责人制订
参展商及其搭建商等人员严格按照展馆关于展厅内外的各项操作和使用规定作业, 自觉

服从展馆有关工作人员对装修过程的检查和监督。施工期间严格遵守展馆的各项安全、防火管理
制度, 如有违反将承担及因此产生后果的全部责任。
12.4

的规章制度。
17.3

凡因本参展条款引起的或与本参展条款有关的任何争议, 均应提交上海仲裁委员会

按照该会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 对双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

在本参展条款有效期间, 参展商应对其展品、展台及家具设备的安全性负全部责任,

主办单位及其负责人、授权代表、管理人员、公司员工、代理商及其他代理人不应对由此导致的
人身或财产损失承担任何责任。
12.5

对于主办单位推荐或指定的为参展商提供服务的第三方服务单位, 参展商可自行与

这些服务单位签订相关服务合同。如由于这些服务单位原因而影响到参展商参展, 参展商可根据
与服务单位的服务合同约定解决争议, 但参展商与这些服务单位的任何经济纠纷及责任均与主办
单位无关。

18. 整体合同
18.1

本参展申请表及参展条款和其他相关国家法律及展馆规定, 构成参展商和主办单位

之间的整体合同。
18.2

除本参展条款约定可由相关方以书面通知方式作出修改、变更外 (如第6.2条的约定),

对参展申请表及参展条款的其他修改、变更或放弃应由双方以书面方式 (包括邮件) 确认。如有
任何冲突, 该合同将优于其他相关展会规定及执行。

13. 展馆损害
13.1

参展商应对展馆或展馆内的一切装修、设备或其他财产的完好尽最大注意义务, 并保证

不对该等财产造成任何损害。
13.2

若由于参展商自身或其联合参展商、代表人、工作人员、代理机构、承包商和其他由于

参展商原因而使用展馆的人的行为或疏忽导致展馆或其财产遭受任何损害, 参展商应负责恢复原样

19. 条款独立性
19.1

如果参展条款中或者技术指南中规定的条款在法律上无效或者不完整, 其它条款或

相关合同的有效性将不受影响。在这种情况下, 合同双方有义务更换失效的条款和 / 或补足相关
条款, 最大可能地使得合同双方实现其追求的经济目的。

并赔偿损失。
13.3

如果主办单位要求, 参展商应为展馆内的相关财产办理保险, 并将相关保单交付给主办

单位或其指定的保险文本审核服务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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