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上海国际建筑遗产保护与修复博览会

2019 Heritage Preservation International Expo - Shanghai
时间：2019年10月31日- 11月2日

承办单位：上海建为历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主办单位：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

Date: October 31- November 2, 2019

Venue: Shanghai Exhibition Center

清源文化遗产

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协会

Leipziger Messe International GmbH

参展申请表 Application Form
参展单位名称
Exhibitor’s name

参展单位类型

中文

Chinese

英文

English

Exhibitor’s type

政府及相关机构

遗产地等保护管理单位

产业参与供应方

教育或研究机构

文旅开发运营单位
社会团体

媒体

地址 Address

其他

邮编 Postcode

联系人 Contact
邮箱

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

职务 Title

电话/手机 Tel
单位网址 Web

E-mail

获悉展会信息主要渠道（最多选2项）

政府部门文件

Main channels learning about the exhibition
(at most 2 selections)

报刊、杂志等媒体

参展展品

参展人数 Number of Exhibitors
展品类型( 可多选）Exhibits Type

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协会
其他

互联网信息

Exhibits

科研教育成果

保护工程

材料工艺

工具设备

展示活化

旅游文创

媒体

其他

标准升级展位

展位类型 Booth Type

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

数字科技

Standard plus booth

（1650元/平方米）

备注：
需支付场地服务费

9平方米

（清洁、安保、监控、供电）：

15平方米

12平方米

16平方米

60元 /平方米；
展位按申请时间优先安排。

标准展位附加费用：
Surcharges for standard stands:

特装光地展位

展位费用

如展位双面开口，每平方米增加100元
Stand with 2 open sides:
additional RMB100 per square meter

如展位四面开口，每平方米增加200元
Stand with 4 open sides:
additional RMB200 per square meter

Raw space for special booth

二层光地（2100元/平方米）

20平方米及以上

一层光地（1700元/平方米）

25平方米及以上

大写：

Booth Fees

如展位三面开口，每平方米增加150元
Stand with 3 open sides:
additional RMB150 per square meter

元整

实需

平方米

小写：

元人民币

选择展位号（参见《展位分布图》）Booth No.
是否参加演讲推介

Commercial presentation or not?

申请单位和主管领导签章
汇款方式

推介费用

Promotion Fee

大写：

元整 小写：

Applicant Signature（Company Seal)

Payment Details:

开户行：交通银行上海康桥支行

Bank: BANK OF COMMUNICATIONS SHANGHAI KANGQIAO SUB-BRANCH

户

名：上海建为历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ccount: Shanghai Jianwei Cultural Heritage Conservation Tech.Co., ltd.

帐

号：3100 6504 4018 8000 00223

A/C No: 3100 6504 4018 8000 00223

参展联系方式

Contact:

组委会秘书处
联系人：李忠钰（女士）

联系人：郭洋（女士）

电 话：13580378681

电 话：13523058430

邮 件：lizhongyu@jianweigroup.com

邮 件：guoyang@jianweigroup.com
申请日期 Date：

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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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合同

超过期限，乙方须全额支付场租或展台等费用。

1.展会信息

6.噪音控制

展会名称：2019上海国际建筑遗产保护与修复博览会（简称：“建

为确保乙方顺利参展，甲方有权因新情况产生而制定相关辅助条

博会”）

款作为“参展规则”的补充。任何展位及现场节目的音响不得超过70

甲方：上海建为历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分贝。乙方必须遵守上述规定以确保展会在专业、不受干扰的气氛中

地址：上海浦东新区秀浦路3188弄创研智造B7幢10号

顺利进行，甲方将保留采取相应措施的权利，相关损失由乙方自负。

乙方：

7.展品运输

地址：

为保证展览会在进馆、展出、撤馆时的安全和秩序，甲方将指定

建博会将于2019年10月31日至11月2日在上海展览中心举办。甲方为

运输代理商为乙方服务：

建博会主要承办单位；乙方为建博会参展商。为了保证展会正常进

A)乙方应对其展品至展馆的运输及费用负责。

行，维护双方共同利益及声誉，本着自愿、平等合作、互惠互利的

B)在将展品运至展馆前，乙方需自行安排展品的运输和仓储。

原则，订立本合同，并共同遵守。

C)乙方应及时向甲方提交展品名称和数量。

2.参展申请

D)乙方不得将任何展品置于展馆外。因展品耽搁或损坏展品任何

参展申请表应由乙方授权的人士填写并加盖参展单位公章，并
附有参展单位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或扫描件）。参展申请截止日
期为2019年8月31日。

部分，相关损失由乙方自负。
8.安全与保险
主办单位、承办单位、托管人、公司职员、其服务人员或代理人

乙方只允许展出与该展览主题有关的展品。如在展位中有违以
上条款，甲方有权取消其展位，相关损失由乙方自负。

均不负责乙方、其服务人员、代理人、订约人或被邀请人士在展览期
间的安全；对乙方、其服务人员、代理人、订约被邀请人士以及公众

甲方及乙方不可将展台或场地转租或转卖给第三方单位。

带入展览会的任何展品、物品或其他任何种类的财产没有保管义务。

乙方展品及搭建须符合场馆要求，具体见附件《上海展览中心展馆

乙方及其搭建商等人员必须严格按照展馆关于展厅内外的各项操作和

使用规定》。

使用规范作业，自觉服从展馆有关工作人员对搭建过程中的检查和监

3.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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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随交回签字及盖章的《参展申请表》及《参展合同》后5个

承担及因此产生后果的全部责任。甲方在任何情况下不对妨碍搭建、

工作日内，通过银行电汇展位租金的50%作为预定金 （人民币）或

安装、完成、改动或拆除展位与通道、摆放和撤除展品的任何限制或

一次付清全部款项到甲方帐户。

条件负有责任，亦不对展馆业主或其他第三方在提供任何服务的失约

B) 展位租金的余额部分应不迟于2019年8月31日汇付，逾期不
予保留展位。展位分配按“先预定交费，先落实确认”的原则售完
为止，甲方保留依据展品的特性或认为适宜的方式分配展位并可对
展位进行结构性调整的权利。
C) 甲方银行帐
帐

户：上海建为历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号：3100 6504 4018 8000 00223

开户行：交通银行上海康桥支行
4.展位搭建

负责。
9.法律和法规
乙方必须服从现有法规、条例及规章制度，或当地政府、展馆负
责人根据新情况将要制订的规章制度。如乙方有任何违背，将被立即
取消参展资格，并追加责任。
乙方一经签订本合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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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协议在执行过程中产生的争议，应由甲方和乙方双方本着友好

甲方将为乙方提供多家展览工程公司以提供搭建服务，乙方可以自

合作的精神，通过协商解决。如无法达成一致意见，须在展会所在地

行选择，其费用需另行计算后由乙方支付。

的法院依法裁决。

未选择甲方提供的搭建服务提供商搭建光地展位的乙方，须支付200

10.不可抗力

元/平的光地展位搭建管理费，同时其展位设计理念必须受展馆机构

甲方如果在其无法控制的任何情况下全部或部分未履行本合同所

的限制，在得到甲方认可后方可实行；若特装搭建面积超过36平方

规定的义务、或对展会规则进行任何修改和变动、取消展会或部分时

米（含）或室内高度超过4.5米（含）需报展馆指定的特装结构审核

间开放、则甲方位将不须对乙方负任何责任。

单位审核，审图金额为室内25元/平方；展位搭建不得有破坏展馆任
何一处之情况发生，如有破坏情况，由乙方负责赔偿相关损失。

本合同一式贰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生效。

5.取消展位

（复印件或扫描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乙方提交《参展申请表》后即生效，在乙方付款后，除发生不

甲方：上海建为历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可抗力因素外，甲方或乙方双方如因故取消展出，违约方需赔偿对

委托代理人签字（盖章）：

方的损失。

签署日期：

如责任在如责任在甲方，则甲方负责退回全部已收讫的乙方费用。

乙方：

如责任在乙方，则乙方须在8月31日前书面致函甲方解除协议（以

委托代理人签字（盖章）：

邮戳或收到传真日期为准），经甲方同意，则退回已收费用的50%。

签署日期：

年

年

月

月

日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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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票信息回执附表

请以正楷字准确填写此表：
公司名称(抬头全称)
公司地址
开户行
银行账号
纳税人识别号
公司电话
发票类型（增值税专用发票/
增值税普通发票）
发票相关指定联系人及电话
发票邮寄地址

填表说明：请贵公司准确填写此表，此表将作为我公司开票的依据。若由于贵公司未能及时提供信息或所提供信息与实际不
符，导致无法提供发票的，我公司将不承担任何责任。
注：收到全款后可开具发票，请核对好此表信息，发票一经开出，恕不退换。

请将”参展申请表、参展合同、发票信息回执附表”发送到以下邮箱地址：
邮箱地址：zengzhiyi@jianweigroup.com
联系人：郭洋（女士）13523058430
曾芷怡（女士）130202011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