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签名/公司盖章 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展位申请表                                                  A  

 

 
 
 
 

Conference & Exhibition 

2019.5.15-5.17 上海世博展览馆 
 

请回复至： 

纽伦堡会展（上海）有限公司 

傅佳仕先生 

电话：021-60361231 

传真：021-52284011 

邮箱：james.fu@nm-china.com.cn 

 

 

 

 

一、参展公司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中文）                                      

公司名称（英文）                                      

地址                                                       

国家/城市                         邮编                                                       

董事长/总经理                                                       

联系人                 先生/女士  职位                             

电话                        传真                                                       

手机                                                       

电子邮箱                                                        

公司网址 www.                                       

二、联合参展商 

公司名称（中文）                                             

公司名称（英文）                                           

地址                                                       

国家/城市                         邮编                                                       

董事长/总经理                                                       

联系人                  先生/女士  职位                                                        

电话                         传真                                                        

手机                                                        

电子邮箱                                                         

公司网址 www.                                             

3. 发票信息（参展公司、付款公司（银行转账）与发票抬头须保持一致，恕不接受个人或第三方付款） 

发票抬头（必填）                                            公司地址                                                   

公司税号                                                    公司电话                                                   

开户行                                                      开户行账号                                                   

四、展位申请（请在方框内填上预定展位的平米数）                                                       * 包括了 6%的增值税 

展位类型 
 

选项 1: 光地展位（36 平米起租） 

 

我们预定光地展位________平方米 

¥1,900/平方米 

选项 2：标准展位（9 平米起租） 

家具包括：1.00M 高咨询桌 x1，吧椅 x1，圆桌 x1，折椅 x2，长臂射灯 x2，

插座（500 瓦）x1，废纸篓 x1 

 

我们预定标准展位________平方米 

¥2,200/平方米 

联合参展费用 

联合参展费用包括了会刊录入和网站宣传。 
¥1500 每家联合参展商 

 

总价 

 

 

人民币：_____________ 元 

 

此申请表即为参展合同，在签订参展合同前，请阅读参展须知（见后页），参展合同签字盖章有效。 

 

五、展品范围 

1.原料        □1.1 麦芽            □1.2 酵母         □1.3 酒花及酒花制品       □1.4 添加剂 

 

 

 

  

3.技术服务 

□3.1 检测装置及系统     □3.2 控制系统     □3.3 物流、运输、存储     □3.4 工程咨询服务     □3.5 技术支持服务 

 

 

 

  

2.生产技术与设备 

□2.1 小型精酿设备：包括粉碎、糖化、发酵、标签，及各种包装形式的灌装设备 

□2.2 特种麦芽小型制麦芽设备 

□2.3 糖化系统：糖化锅、蒸汽冷凝系统 

□2.4 发酵系统：立式及卧式发酵罐、自动控制系统 

□2.5 过滤系统：小型过滤机、滤材、滤芯、滤网、分离设备、澄清设备、浓缩设备 

□2.6 酵母扩培系统 

□2.7 啤酒酿造辅助系统：制冷系统、锅炉系统、CIP 系统 

□2.8 包装系统：灌装机、贴标机、包装机、小木桶、酒桶（不锈钢、木质）、啤酒瓶、啤酒罐 

□2.9 售酒及配套系统：酒柱、酒头、啤酒杯、啤酒垫 

 

 

 

  



参展条款                                                            C  

  

 
 
 
 

Conference & Exhibition 

2019.5.15-5.17 上海世博展览馆 
 

请回复至： 

纽伦堡会展（上海）有限公司 

傅佳仕先生 

电话：021-60361231 

传真：021-52284011 

邮箱：james.fu@nm-china.com.cn 

所有参展企业必须接受所有以下有关“2019 上海国际精酿啤酒会

议暨展览会”（以下简称：CBCE 2019）的参展条款，它们构成参

展商参加本次展览的法律基础。 

 

  第一部分: 参展条款 

  定义 

展会名称： 2019 上海国际精酿啤酒会议暨展览会（CBCE 2019） 

主办单位： 纽伦堡会展（上海）有限公司 

 北京喜啤士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展会时间：  2019 年 5 月 15 日-17 日 

展会地点：  上海世博展览馆 

参展商：   在本次展会中租赁展台的公司法人、其他法人或组织 

申请人：   填妥申请表并接受参展条款从而报名参展的公司法

人、其他法人及其他组织 

  参展前提 

只有展出产品属于本展正式展品目录范围内的公司方可参展。 

展会展品范围之外的产品不能展出，除非它们被组织单位要求展出

或支持展示物品。 如果参展商未就该类产品的展出在展览会开幕

前获得组织单位的批准，组织单位有权移走展品范围之外的一切

产品。  

  参展费用 

I. 参展费用 

选择 1: 光地（36 平米起租）¥1900/平方米 

选择 2: 标准展位（9 平米起租）¥2200/平方米 

II. 增值税 

以上所列费用包含法定的增值税。 

III. 付款截止日期，付款违约 

1.在组织单位根据申请人的参展申请表出具参展确认书之后的 7 个

工作日，参展商应支付预定面积参展费用的 50%（预付款），由组

织单位或其代理机构出具相应收款凭证。预付款是进一步进行参展

申请以及享受参展服务的前提。  

2.在 2019 年 3 月 31 日前所有款项须支付到付款通知所指定的账

户。已付的预付款将在支付尾款时扣除。若在 2019 年 3 月 31 日

仍未收到付款，付款违约条款自动生效。如果参展确认书在此日期

之后开出，参展商应在付款通知上所示截止日期之前，或在参展确

认书开立日之后的七天内予以付款。 

3.苦参展商付款违约，组织单位有权自付款截止日期起按应付款额

的每日万分之五追加参展商的滞纳金。无论是否追加滞纳金，组织

单位有权根据参展条款第二部分第九条终止租赁合同，预付款抵作

违约金不予退回。 

   

 

 

 搭建和撤展日期 

 搭建日期： 2019 年 5 月 13 日-14 日 

 撤展日期： 2019 年 5 月 17 日 

 组织单位有权处理应在撤展时间之后未被移走的任何物件，并由

参展商支付相关费用。组织单位没有义务储存这些物件。 

 

 第二部分: 一般条款 

 1. 总则 

 以下是在上海世博展览馆参展的一般条款，适用于纽伦堡会展（上

海）有限公司和北京喜啤士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在上海世博展览馆举

办的展览会（以下分别或共同称为组织单位)。该条款是对参展商接

受的参展条款（第一部分）的补充。 

 2. 合同缔结 

 参展商申请参展并租赁展台时须填写提交完整的参展申请表，该

表格具有法律效应。 

 参展商在收到组织单位书面的参展确认书后，参展商与组织单位

间关于展台租赁的具有法律效应的合同正式生效。如果展台确认与

申请表不一致，应以展台确认书为准，除非参展商在收到展台确认

书两星期内向组织单位提出书面异议。若参展商的异议导致合同未

能缔结，组织单位会向参展商退回预付款。  

 3. 展台分配 

 组织单位负责分配展台。参展商无权分配任何展台及展会上任何

区域的面积。 

 如遇特殊情况，组织单位有权维护其自身实质利益从而重新分配

展台，改变展台面积，移动或关闭展馆进出口，及进行其它必要改

动。 

 4. 展台搭建和展台设计 

 展台搭建，设计和安全均由参展商负责，参展商还有义务确保一

切工作符合应用规章和法定政策。 

 如果要在展台进行公开展示，参展商必须采取措施确保不会对周

边展台产生视觉或声音影响。此外，公共通道和周边展台地面部分

不能被阻塞。展台声响在展台边界不能超过 70 分贝。如有参展商违

规，组织单位有权禁止该展示。若遇到反复违反规定的而引起不满

和阻挠的，组织单位有权终止租赁合同，并立即生效，该参展商所

付参展费不予退还。 

 展台在展会开放时间必须有工作人员在场并摆放展品。只有全新

产品才能展出，除非它们是作为固定摆设或为例证用。没有登记过

的产品不允许展出。 

 组织单位有权移走违反竞争法原则和相关法律规定或是其他场馆

所禁止展出的展品。  

 参展商只能在自己的展台上进行调查和促销活动。 

 

 



参展条款                                                            C  

  

 
 
 
 

Conference & Exhibition 

2019.5.15-5.17 上海世博展览馆 
 

请回复至： 

纽伦堡会展（上海）有限公司 

傅佳仕先生 

电话：021-60361231 

传真：021-52284011 

邮箱：james.fu@nm-china.com.cn 

 5. 联合参展 

 只有在注册材料中清楚地批准联合参展，多家公司才可共用一个

展台。参展商必须填写申请表格中关于分展商的表格，并获得组织

单位的书面许可。 

 对于联合参展的接受是以支付费用为条件的，每家联合参展商费

用为人民币 1500 元。此外， 所有参展条款同样适用于联合展商。

参展商有义务提请其联合参展商注意这些参展条件及补充条款，参

展商对于分展商遵守参展条款有法定责任。  

 如果参展商没有登记联合展商或者登记不完整或提供错误信息，

则组织单位有权拒绝未登记的联合展商参展，若同意未登记的分展

商参展的，则组织单位有权按自己的评估来计算收费。 

 6. 支付条款 

 参展商必须按付款截止日期付款（见第一部分参展特定条款中第

三条）。 预付款项的全额支付，是使用分配的展台/编入参展商会刊

和进馆证的先决条件。 

 参展商必须向组织单位或其代理机构全额支付发票总金额。全部

款项必须全额汇入付款通知上的指定账号，并且不能扣除任何银行

费用及其他费用。若未在规定时间内付款，组织单位或其中国代理

有权要求参展商支付滞纳金。出现不履行付款义务的参展商，组织

单位有权终止展台租赁合同。并且组织单位可以保留展品和展台装

置，并有权拍卖或销售其展品，后果由参展商自负。 

 参展商可向组织单位提出书面申请，申请将参展及服务费用发票

的抬头开为第三方。申请表由参展商和相关第三方签署后具有法律

效应，并须在表格上指明的截止日期前提交组织单位。 

 7. 保留条款 

 组织单位有权根据实际情况（例如罢工，不可抗力，参展商数量

不足）延迟、缩减、临时取消整个或部分展览会。若完全或部分延

迟或缩减展览会，则合同适用于新的展期，除非参展商在被告之调

整后的两星期内以书面形式提出异议。已确定的费用将不予任何折

扣，而参展商由于信任展会运作而发生的费用也不予补偿。 

 8. 排他责任 

 参展商有义务保管好自己的展品、展台装置以及其他物品，组织

单位对展品、展台装置以及其他物品的损坏、灭失不负责任，也不

承担雇员和其代表所引起的损坏、灭失的任何责任，但由于恶意或

严重疏忽情况下造成的损坏除外。这些排他责任也适用于展台装置

或展品根据留置权由组织单位看管的情况。这些排他责任不会因展

馆安全措施而削弱。 

 组织单位建议参展商自行安排运输和展览保险。  

 9. 提前终止租赁合同 

 在参展商办理参展申请手续后（参见第二部分第二项），即使组织

单位同意合同的完全或部分撤消，参展商仍须全额支付参展费。 

 

 

 只有合同取消在支付期限前（参见第一部分第三项条款 3），参展

商才只需支付参展费用 50%的违约金。在支付最终期限之后取消合

同，违约金为 100%的参展费用。组织单位有权将参展商的预付金

抵作应付违约金。 

 如果参展商能提供证据说明组织单位遭受的损失数量上是较小的，

则参展商只须相应支付较少金额的违约金。 

 因参展商不履行义务特别是不按合同上的参展条件或附加条款的

规定按期付款，组织单位有权撤消合同或终止合同并立即生效，已

付参展费抵作违约金不予退还。这种情况同样适用于参展商不符合，

或不再符合缔结合同的先决条件，尤其是指以下情况：参展商未经

合法注册、非真实有效，以其他公司名义参展，擅自转让展台，没

有符合展会要求的展品参展。 

 10. 知识产权保护 

 参展商对其展出的产品须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或经知识产权人的授

权许可，不得存在侵权行为。如参展商的展品确属侵权，参展商应

撤出展品，配合主办方和相关法律机构进行调查，并不以展品被撤

为由要求退还展位费。 

 11. 索赔 

 参展商向组织单位的索赔必须以书面形式。从展览会结束之日算

起，展览会结束六个月后提出的索赔均被视为无效。本条款的协议

或补充条款必须是书面形式的，有签章的传真件亦可。 

 12. 适用法律，裁判地点 

 此合同是与中国参展商签定的，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参

见参展特定条款中的定义部分）。 

 此种情况下，所有在此合同基础上发生的针对参展商索赔，不论

法律的或法律以外的，可以由组织单位或其中国代理机构处理。  

  合同裁判地为中国上海，但组织单位中国代理机构和组织单位保

留在中国境内其他指定地点。 

 

 

 

                          

 

 

                      签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盖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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