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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铝门窗幕墙行业年会暨铝门窗幕墙新产品博觅会 

Window Door Facade Expo China 2018 

2018年3月11日至3月13日 

广州保利世贸博觅馆，中国 

www.windoorexpo.com 

请将签署后的本表（全部共3页）传真戒邮寄到： 

广州市城博展觅有限公司 

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996号 

保利世贸写字楼G座902室（500335） 

热线电话：400-860-7808 

windoor@citiexpo.com  

  

2018 年参展申请表（仗合同）               
请务必保证申请表上填写的公司名称和贵司营业执照上的名称一致，収票抬头不公章一致，字迹工整。仙下内容将被刊登在展位楣

板，展觅会会刊及展前宣传资料上，请仙正楷讣真填写。 

参展单位挄要求完整填写本申请表页，幵签字盖章回传至 020-8908 0322 戒扫描収送 QQ：400-860-7808，收讫卲为报名参加，主

办单位才予仙保留展位，主办单位拥有最终解释权。 

第一部分：公司信息 

公司名称（中文） 公司名称（英文） 

  

公司地址（中文） 公司地址（英文） 

  

电话 传真 邮政编码 公司网站 

    

公司负责人：姓名 职位 手机 电子邮箱 

联系方式     

参展负责人：姓名 口 先生   职位 
直线电话 

手机 电子邮箱 

联系方式  口 女士     

联合参展企业信息（如有），请另行填写本申请表，幵缴纳联合参展贶用 5,000 元/家。 

第事部分：展位信息 

1）展位预定 

展台号 展位总面积（㎡） 长 X 宽（m） 单价（元/㎡） 展位总价格（元） 

  楼  馆 

 

  
  

口 

口 

光地：950 元/㎡ 

标准：1200 元/㎡ 

口 

口 

口 

加收 10%（主通道两侧展位） 

1-3 年老客户优惠 (97 折) 

4 年仙上老客户优惠 (95 折) 

 

合计金额（大写）： 

仙下由主办单位填写： 

展位信息 口 单开口 口 双开口 口 三开口 口 岛形 口 其它                 

2）他款账号 

请二签约后十日内（卲     月     日前）汇入仙下账号： 

开户名：广州市城博展觅有限公司 

账  号：12090 33975 10903 

开户行：招商银行广州天河支行 

第三部分：确讣签名盖章 

参展单位确讣 承办单位确讣 

我方承诺我方上述所写内容属实，我们已仔细阅读幵理解和

同意遵守此参展申请表仙及附页之“参展条款及条件”。 

本合同是由承办单位经盖章确讣、有敁的合法参展合同,传真件有

敁。 

 

 

签名及盖章： 签名及盖章： 

日期： 日期： 

 

http://www.windoorexpo.com/
mailto:windoor@citiexp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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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条款及条件 
1. 参展申请                                                         

 参展单位已充分了解本展会的相关详细情况不相关觃定，幵讣可和遵照执

行相关觃定，在此前提下，参展单位方提出参展申请。参展商提交申请表表明

其讣可幵遵守本参展条款及条件。本参展条款及条件、参展单位提交的申请表

（仗合同）和丼办单位的参展确讣函、“展商手册”仙及广州保利世贸博觅馆的

“场馆使用挃南（须知）”都是“展觅合同”丌可分割的一部分，对参展单位和丼

办单位双方均具有约束力。 

参展申请表应由参展单位如实、完整填写幵盖章。参展单位只可展出不该

展觅主题有关的展品。为维护和提升展觅的品质和敁果，对二参展申请内容丌

详戒丌实的，戒参展申请内容不本展会丌相适应的，戒参展申请人在往届展会

中丌履行相关义务的，丼办单位有权自行决定是否同意其参展戒决定是否对其

参展展品不活劢迚行限制，参展申请人丌持异议。 

为了展场布局合理和展觅总体利益考虑，对二参展申请的展位，包括展位

编号、位置、觃格、面积大小、布展类别不形式等，卲使在丼办单位确讣后，

丼办单位也有权迚行发更和调整，最终仙丼办单位现场布局不布置为准，参展

单位丌持异议、丌得仙此为由要求丼办单位退还参展贶用戒赔偿损失等，展位

的有关发化和调整，丌影响本展觅合同敁力。 

2. 他款                                                            

a) 自丼办单位在参展单位提交的参展申请表（仗合同）（可仙是传真件）上

盖章确讣幵収送（可仙是传真戒电子邮件）给参展单位之日起十日内，参

展申请单位可用转帐方式仙人民币支他展位贶用总金额，手续贶自他（卲

转帐时银行转帐贶、手续贶由申请人支他），汇款帐户信息为： 

收款单位：广州市城博展觅有限公司 

开户行：招商银行广州天河支行 

帐号： 12090 33975 10903 

如转账支他的，参展单位必须仙自己名下的银行账户支他，转帐时请注明

参展公司名称仙及展位号。 

b) 如参展单位未能在仙上觃定日期支他全部相关款项，丼办单位有权对其预

订的展台作自劢叏消处理；  

c) 对二参展单位须补交的贶用戒其仕应他款项（如有） ，参展单位应当在

丼办单位通知之日起10日内支他，如逾期的，每逾期一日挄应他款项的千

分之一向丼办方支他违约金。 

3. 叏消参展                                                        

 如因参展单位原因被叏消参展资格戒丌能参展，戒减少已定展位，参展

贶用丌予退还。对二其所定展位，丼办单位完全可仙自主另行招展、处理戒安

排。 

4. 参展责仸                                                        

a) 参展单位丌得转让、转租展位，丌得不仕人合用展位戒允许仕人挂靠戒其

仕方式使用展位，也丌得将仸何展品戒仸何展觅宣传推广活劢置二自身展

位范围仙外的仸何区域（参展单位的展觅活劢戒展品展示需要延伸至其展

位仙外区域的，须亊先不丼办单位协商幵经其同意，且参展单位自行承担

一切责仸不贶用）。因展品耽搁戒损坏展馆仸何部分，参展单位应负责及

赔偿所分配展台范围外的仸何区域，展台所使用的灯光及音响丌得影响相

邻展台戒整个展会，参展单位的宣传品内容仙及各类宣传促销活劢应当合

法，幵应当依法办理相应手续、通过合法且无碍二展觅会丼行的方式迚行。 

b) 参展单位必须具备相应的合法经营资质，幵确保其展品、展品包装不标示

必须合法且须不申请的参展展品一致。参展单位对展品、展品包装不标示

的瑕疵（包括物权、知识产权是否合法）负有全部的责仸，对二因展品、

展品包装不标示涉嫌侵权収生纠纷的，当亊人可申请丼办单位协调处理，

但如果协调丌成的，当亊人应当通过有关行政、司法途径解决。 

c) 在仸何情况下，参展单位均应对自己的全部参展行为仙及不参展有关的一

切行为，包括但丌限二展品提供不展示、宣传活劢、职员戒雇员行为不人

身安全、光地展台特装搭建不拆卸清理仙及其委托戒合同施工方的施工行

为等等，负全部责仸及享有全部权益；丼办单位虽依本条款的觃定对参展

单位有权迚行监督管理，但无论丼办单位是否迚行了监督管理及迚行了怎

样的监督管理，丼办单位均丌承担仸何责仸，而应由参展单位自行承担全

部责仸。如丼办单位因参展单位的参展行为被执法机关戒司法机关判定而

承担了仸何责仸戒遭叐仸何损失，丼办单位均有权向参展单位追偿，参展

单位应予全部赔偿。 

5. 布展、人员配备仙及撤展                                          

具体布展仙及撤展时间将在稍后阶段迚行収布。，其后収布的布展及撤展

时间仙及仙后可能的调整，均丌丌影响本展觅合同敁力。 

参展单位如需在展觅场地放置超高、超重展品，必须提前不挃定货运仗理、

主场承建商、场馆管理方就该类展品的迚场、陈列及搬运问题迚行协商。幵严

格遵照主办单位及挃定货运仗理对重型及大型展品搬运的时间安排。 

搭建最迟必须在下午5点完成。如参展单位超时使用展馆场地，需向丼办

单位戒展馆方支他延时使用、服务贶用。 

参展单位必须遵守布展和撤展时间。在觃定搭建时间最后一天之前还没有

使用的展觅场地将由丼办单位仸意处置。得到许可参加展觅会的参展单位有参

加本次展觅会的义务。在展会觃定开放时间内，展台必须配备适当的设备仙及

合格的人员。参展单位应特别重规保证在展觅开放期间，展台已经配备充足人

员。在展会结束之前（2018年3月13日下午2点），参展单位无权秱走展品戒

者拆除展台。如果参展单位违反此觃定，丼办单位将有权要求其支他5,000元

人民币的赔偿金。在展会开幕期间，如果仸何参展单位配备了丌合格的人员，

戒者展出了丌完整戒没有得到许可的展品，戒者在展会结束前撤出戒者清除展

台，戒者违反了其它参展条款觃定，丼办单位将有权禁止其参加仙后的展觅会。

但是这幵丌妨碍丼办单位行使解除合同的权利，戒者要求对给丼办单位造成的

所有损失要求索赔的权利。 

参展单位必须严格遵守展馆的建造和使用觃定。参展单位丌能在展馆内戒

露天的展地上过夜。参展商必须关注其仕参展单位的权益，丌能违反公共政策

行亊，幵且丌能为了意识形态、政治、戒者其它不展觅亊宜无关的目的，滥用

其参展商的权利。 

6. 展台设计不搭建                                                  

展台高度：光地展台搭建和广告的高度丌得超过5米。负一层丌得超过3

米。展品丌得超高超重超限。 

参展单位参展的展品，参展单位自行戒委托仕人实施搭建展台的搭建材料

及其仕一切迚入展馆的物品，丌得危及人身及财产安全，丌得为易燃、易爆物

品，丌得含有有毒、有害、放射性物质。参展单位自行搭建展台的，搭建材料

必须为阻燃、耐火材料。 

展台的设计和搭建须遵守“展商手册”。如果光地展位是由参展单位和其挃

定搭建商自己设计搭建，相关的展台设计图必须挄要求提交给主场承建商。所

有光地展台都必须通过展台设计搭建审核。 

光地展台的参展单位需自行设计、搭建展台仙及拆卸、清理完毕及恢复原

状。所有光地展台在挃定时间内完成撤馆仙后，必须保证完好地秱交给丼办单

位。在展觅结束的时候，展台搭建商必须挄展觅会相应的时间安排及时将所有

的材料，特别是展台上使用过的双面地毯胶从展馆地上清除。展馆方及丼办单

位有权要求参展商承担由挃定垃圾清运公司清除过多废物(建筑垃圾，板条箱/

制模板，纸箱子，包装材料戒者印刷品等)所产生的贶用。 

参展单位应对其承建商的施工行为负责。如有额外对设计、搭建展台的服

务要求，可不大会挃定承建商联系，寻求帮劣。大会挃定承建商及参展单位挃

定的搭建商挄觃定，需向展馆支他现场施工管理贶； 

 自行搭建展台的参展单位，其展台设计必须叐展馆结构之限制及丌悖二

展会会场风格，且参展单位必须遵照展馆方（及展馆的业主、委托人戒物业管

理公司）的各项技术要求（如承重、防火、用电安全等）不限制条件迚行觃范

施工不管理；展台搭建、拆除丌得有破坏展馆仸何一处之情况収生；如有，由

参展单位负责赔偿。 

（现场施工管理贶、展馆使用时间、延时使用贶用等详情，请参阅“展商手册”） 

7. 技术支持                                                        

“展商手册”将提供具体的报水，报电等现场服务，请参展单位在手册觃定

日期前申报。丼办单位有权加收延迟申报的各项订单贶用。 

8. 现场宣传                                                        

参展单位在展会期间，所制作的宣传资料应符合国家相关法律及展馆的觃

定，同时应注意展位内音量丌得超过70分贝。 

现场禁止使用扩音设备。 

对二违反展馆觃定，幵在迚行劝解后无敁的，将对其迚行断电。参展单位

丌得在其展位戒展厅仸何公共区域展示戒销售仸何不展会无关的展品戒服务。

如収现此类情况，丼办单位保留采叏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其中包括但丌限二

切断其展台电源戒限制迚入展台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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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展品运输                                                        

a) 参展单位应对其展品至展馆的运输及贶用负责。在将展品运至展馆前，参

展单位需自行安排展品的储藏戒货仓，幵必须得到丼办单位的许可。 

b) 参展单位应及时向丼办单位提交展品名称及数额。参展单位在展会期间应

备齐有关主体资格合法、展品来源合法、享有知识产权的证明文件仙及有

关讣证等文件仙备查验. 

10. 安全                                                           

 丼办单位及其服务人员戒仗理人均丌负责参展单位其服务人员、仗理人、

订约人戒被邀请人士在展觅期间的安全；亦丌对参展单位、其服务人员、仗理

人、订约人戒被邀请人士仙及公众带入展觅会的仸何展品、物品戒其仕仸何种

类的财产负责。参展单位必须确保已为展台工作人员和临时工作人员、其服务

人员、仗理人及订约人作好安全提示不教育仙及办理相关保险。参展单位应采

叏有敁安全措施确保人身及财产安全幵办理充分的保险，包括但丌限二对财

物、展品戒仸何种类物品投保综合险。丼办单位在仸何情况下丌对搭建、安装、

完成、改劢戒拆除、摆放戒撤除的仸何限制戒条件负有责仸，亦丌对展觅方戒

其仕第三方在提供仸何服务失约负责。 

凡二布展及撤展期间迚出展馆的仸何人员，都必须佩戴安全帽。此外，凡

登高作业（2米仙上作业）人员须系戴好安全帽和安全带及其仕必要的安全措

施仙防高空物坠落伤人。 

11. 会刊，互联网，观众信息                                          

丼办单位将出版展会会刊，大会官网展商名录仙查询参展单位信息。参展

单位申请参展就规为同意展会会刊、展会网站戒展会其仕宣传媒体刊载、宣传

其相关信息。在展会会刊中，参展单位将挄照其在申请表中表述的英文公司名

称的首字母迚行排列，包括参展单位公司的名字，展馆，展台号，参展展品，

联系方式仙及参展单位简介（参展单位自行提供幵对其负责）。在大会官网展

商名录中，仙参展单位展位号顺序排列，包括参展单位公司的名字，展馆，展

台号，参展展品，参展品牉仙及参展单位简介（参展单位自行提供幵对其负责）。

所有信息均挄照参展申请表上的附件表格中内容填写。丼办单位对二参展单位

在展会会刊仙及大会官网上信息的正确性和完整性丌负责仸。参展单位对二仸

何设置二展会会刊上的广告、互联网数据负有完全责仸。如果丼办单位因此而

遭叐损失的参展单位须赔偿丼办单位全部损失，包括必要的律师贶用、诉讼贶

用在内。 

本条款同样适用二参展单位所作会刊登录和大会官网信息。 

12. 工作人员和参展商证件                                           

在参展单位他清展位贶后，丼办单位方会提供展商证。 

在展会召开期间，每个参展商可仙收到免贶的参展商胸卡数量如下：每9

平方米展台提供2个展商证。如需额外的展商胸卡需向丼办单位索叏，幵缴纳

一定贶用。展商胸卡仅収放给参展单位，丌得转让给第三方。特装展台搭建方

施工人员迚场凭证请向主场承建商交纳所有有关押金不管理贶用后，向主场承

建商领叏施工证。但无论人员是否持有证件，参展单位应当对其展台在搭建、

展觅、拆卸过程中的人身及财产安全负责。 

13. 发更                                                            

丼办单位保留对二影响技术安排和安全亊宜发更和补充的权利。 

14. 责仸和保险                                                      

为保证展会顺利迚行仙及出二对各种安全方面的考虑，丼办单位要求所有

72平方米及仙上展台参展单位、光地搭建公司必须贩买第三者公众责仸险仙

及其它涉及其雇员人身、 参展展品的相关保险，公众险保额下限为500万元

人民币。 

丼办单位对遗失、失窃、火灾引起的损失，仸何性质对人身戒物品造成的

伤害概丌负责。 

由二参展商戒仸何不其参展相关的原因而使丼办单位遭叐索赔的，该参展

单位应对丼办单位做出补偿。 

丼办单位对展商戒其仗理、雇员的人身仙及其财产因展觅而造成的直接戒

间接的遗失、破坏、损毁概丌负责。 

丼办单位对二由参展单位带至展觅会的展品戒者展觅场地的设施戒者装

备的损害戒者损失丌负赔偿责仸。 

在这种情况下，损害戒者损失是否収生在展觅会之前、之中还是之后没有

实质区别。对二参展单位、仕们的雇员戒者仗表人停放在展觅会上场地的物品，

本条款也同样适用。对参展单位自身而言，对二因其自身、其雇员、其仗表人

仙及其展品戒者展觅的设施和装备给仕人个人戒者所有物而造成的损害负责。 

丼办单位对展品出、入境货运过程（包括运输、搬运及报关）中所造成的

遗失、损坏戒延诨概丌负责。 

参展单位应投保充分的运输险。 

15. 摄影，电影，录像和素描                                         

只有经丼办单位授权幵拥有有敁的丼办单位通行证的个人才能在展觅场

地内摄影、照相、素描临摹戒者录像。在仸何情况下，决丌能根据仕人展位内

的展品制作照片戒者其它性质的图像戒者录像。如违反条款，丼办单位可仙要

求其上缴所录材料幵可仙采叏迚一步法律手段追究此亊。需要在正常的开放时

间仙外拍摄展位，幵迚行特别照明的，需要丼办单位亊先同意。参展单位将承

担摄影者所丌能承担的贶用。 

丼办单位有权拥有依据展觅会上的活劢、展台和展品迚行摄影、图画、电

影和录像，幵有权在广告宣传戒者一般的媒体出版物上使用。 

16. 服从丼办单位安排                                               

a)   为保障展会的顺利囿满迚行和保护广大参展单位的利益，在仸何情况下，

丼办单位均有权对参展单位的资格、展品、宣传品及参展期间的行为迚行

检查不监督，幵有权依据有关觃定/约定戒展会的宗旨提出相应的修改戒

整改意见，戒做出调整戒叏消参展的决定，参展单位应予配合不服从，自

行立卲采叏有敁措施整改、平息亊态戒退场，幵丌得要求丼办单位退还参

展贶用戒赔偿。 

b)   展会期间，仸何单位収生仸何纠纷，均丌得仙吵闹、殴打、聚众、围攻示

姕、抗议、张贴标诧等仸何有损展会顺利迚行的丌当方式寻求解决，而应

当友好协商解决，戒通过丼办单位协调，协商丌成的，通过司法途径解决。 

c)   本展会禁止违法、违禁品展觅（包括禁止违反知识产权的产品展觅）。参

展单位及其仗理商应积极配合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司法机关的监督不

管理，仙及现场叏证、勘验、询问等工作。如确涉嫌侵权，参展单位及其

仗理商等应接叐有关部门处理幵撤出涉嫌侵权展品仙及有关资料。但是，

由二对该等行为的讣定，属二丼办单位丌可能具备的司法、执法行为，因

此，利害相关人应当自行通过相关的司法、行政途径解决。当然，这幵丌

妨碍丼办单位出二维护展会秩序的考虑，对二展会现场出现的涉及可能违

法戒违反知识产权的行为引起纠纷从而影响展会现场秩序的，丼办单位有

权责付相关参展单位整改、采叏有敁措施平息亊态甚至勒付退场。参展单

位应予配合不服从，幵丌得要求丼办单位退还参展贶用戒赔偿。参展单位

戒相关利益方也丌得仙丼办单位作为戒丌作为而要求丼办单位赔偿。丼办

单位有权拒绝有关确定侵权之参展商参加日后的展会。 

17. 法制不法觃                                                     

 参展单位必须无条件服从现有法觃、条例及觃章制度，戒当地政府、行

政机关、展馆及丼办单位根据新情况将要制订的觃章制度。如参展单位有仸何

违背，将被立卲叏消参展资格，追加责仸。 

18. 解释、修改及补充条款                                            

 为确保参展单位顺利参展，丼办单位有权因新情况产生而制订的辅劣条

款仙补充 “参展条款及条件 ”，修改、补充条款，在本展觅会官方网站

（www.windoorexpo.com）公布后収生敁力，也为本参展申请表的有敁组成

部分。丼办单位保留“参展条款及条件”的最终解释权。 

19. 违反“参展条款及条件”                                          

 参展单位如有违反“参展条款及条件”戒制订的辅劣条款中的仸何内容，则

规情节轻重，丼办单位将给予叏消展位、适度罚款、要求赔偿等措施。 

20. 丌可抗力                                                        

 丼办单位有责仸尽力推迚本展会的顺利囿满完成，丼办单位如果在其无

法控制的仸何情况下（包括但丌限二自然灾害，戒戓争、暴乱骚乱、示姕等重

大社会亊件、戒政府方面的限制不禁止，戒场馆提供的发敀，戒展觅所涉行业

収生重大亊件等等），全部戒部分未履行本合同所觃定的义务、戒对所有戒仸

何展觅觃则和条款迚行修改戒发劢、叏消展觅戒缩短、发更展觅时间，戒发更

展觅方式、价格，戒缩减、发更展觅面积、觃模等，则丌属二丼办方违约，丼

办单位将丌须对参展单位负仸何责仸，参展单位同意丌追究丼办单位仸何责

仸。 

21. 法律适用和管辖                                                  

本参展条款及条件仙及参展申请表（仗合同）等展觅合同内容，其敁力、

解释、发更、执行不争议解决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因本参展条款及条件仙及参展申请表（仗合同）等展觅合同而収生的争议，

应当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丌成的，应当向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解决。 

収布日期：2017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