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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 会 信 息                                     

展会名称   -----------------------------------         亚太水产养殖展览会 

展会时间   -----------------------------------         2016 年 5 月 26 日 – 28 日 

展会地点   -----------------------------------         福建·厦门国际会展中心 C2、C3 馆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会展路 198 号 

主办单位 -----------------------------------      中国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 

          福建省水产加工流通协会 

          长城国际展览有限责任公司 

承办单位  -----------------------------------   长城国际展览有限责任公司 

布展时间  -----------------------------------      2016 年 5 月 24 日 周二 08:30－17:00 

2016 年 5 月 25 日 周三 08:30－17:00 

展览时间  -----------------------------------    2016 年 5 月 26 日 周四 09:30－16:30 

2016 年 5 月 27 日 周五 09:00－16:30 

2016 年 5 月 28 日 周六 09:00－14:00 

撤展时间  -----------------------------------   2016 年 5 月 28 日 周六 14: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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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会服务、联系方式及重要时间节点                 

服务内容 联系方式 回执截止日期 

参展申请 

 

杨萍、鲁迪 010-8810 2348/6507 6331 

13810614254 

yangp@apaexpo.com.cn 

 

-------- 

会刊信息 

标摊楣板 

参观邀请函 

司香韬、魏一枝 

电话：010-88102228、2249 

手机：18618240959 

apaexpo@chgie.com 

5 月 13 日 

必须回复 

广告宣传 

展会赞助 
司香韬、魏一枝 

电话：010-88102228、2249 

手机：18618240959 

apaexpo@chgie.com 

5 月 13 日 

选择预订 

酒店预订 

翻译、冰柜 
司香韬、魏一枝 

电话：010-88102228、2249 

手机：18618240959 

apaexpo@chgie.com 

5 月 20 日 

选择预订 

全球水产养殖论坛 李凯杰、刘松 
010-85274846 

cappma_suballiance@163.com  

5 月 13 日 

选择预订 

其它会议 杨萍、庞丽霞 
电话：010-8810 2348/2346 

yangp@apaexpo.com.cn 

5 月 13 日 

选择预订 

主场、展馆服务 

展具租赁 

现场施工搭建 

施工证件 

厦门国际会议展览中心有

限公司 郑光宇 

 

电话：0592-595 9254 

传真：0592-595 9998 

E-Mail zhenggy@xicec.com 

5 月 13 日 

必须回复 

运输服务 

厦门双联达展务有限公司 

厦门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A 馆

后门四号门 1115 号仓库 

巫鹏举 

电话: 0592-595 9234; 

13606910706 

0592-5959233;  

13906036498 

 

5 月 13 日 

选择预订 

现场联系人 
杨萍、庞丽霞、 

魏一枝、鲁迪 

13810614254/18618240959 

18511301838 

 

------------- 

 

     您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法预订展会所提供的服务： 

1. 通过我们的官方网站：www.apaexpo.com.cn 下载相应表格，填写清楚并发送至负责人邮箱； 

2. 通过我们设在的展会现场的展商服务柜台，订购展会服务。 

展商服务柜台设在厦门国际会展中心 C 展馆门口， 

工作时间：布展期：08:30 – 17:00；展览期：09:00 – 17:00

mailto:yangp@apaexpo.com.cn
mailto:apaexpo@chgie.com
mailto:apaexpo@chgie.com
mailto:apaexpo@chgie.com
mailto:cappma_suballiance@163.com
mailto:yangp@apaexpo.com.cn
http://www.apaexp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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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   馆  位  置  图               

 

 

厦门国际会展中心 C2、C3（原 B、C 馆）；会展路 198 号（公交会展中心站） 

打车距离：君泰酒店--7 分钟；高崎国际机场/轮渡码头（前往鼓浪屿）--2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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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 会 须 知                                    

I. 展览时间   -----------------------------------   2016 年 5 月 26 日 周四 09:00－17:00 

2016 年 5 月 27 日 周五 09:00－17:00 

2016 年 5 月 28 日 周六 09:00－14:00 

布展时间   -----------------------------------   2016 年 5 月 24 日 周二 08:30－17:00 

2016 年 5 月 25 日 周三 08:30－17:00 

展会地点   -----------------------------------    厦门国际会展中心 C2、C3（原 B、C 馆）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会展路 198 号 

会议时间   -----------------------------------   2016 年 5 月 25 日-28 日 

会议地点   -----------------------------------   厦门君泰酒店、会展中心会议室 

II. 参展商 

所有参展人员在展览会任何时间内（包括布展，展期和撤展）必须佩戴参展证方可以进入展馆，参展

证不得转让他人使用。如贵展台涉及非大会指定施工单位工作，请联系展会指定主场并申报所需资料。基

于保安理由，请勿代搭建商或非展台的工作人员申请参展证。 

各参展商可于 2016 年 5 月 24 日上午 8：30 后前往厦门国际会展中心 C 展馆入口 “报到处”报到并领

取证件，报到需持《展位确认》及本人公司名片，领证后方可进入馆内开始布展。 

III. 展台搭建 

标准展位示意图：标展展位为 3 米 X3 米， 

配置为：地毯、墙板、楣板、两盏灯、 

一桌两椅、一个废纸篓、一个接线板。 

如需去掉墙板，请于 5 月 13 日前， 

通知主场搭建商或者主办方。 

特装搭建：展商可以自行选择特装搭建服务商，请参见《展位搭建手册》中的各项规定。现场请在现

场展厅服务台缴纳施工押金和施工管理费等，管理费：20 元/平米；自铺地毯：2 元/平米。施工单位应提前

办理施工手续，交纳施工管理费，方可进馆施工。 

IV. 观众 

此次展览为专业展览。组委会已经邀请相关行业人士参加。各展商亦可向组委会索取门票，以便邀请

客户进场参观，未持任何组委会派发邀请函或者门票的观众，现场需要名片或身份证换领门票。专业观众

可通过微信及网站登记参观，打印回执即可入场。微信号“亚太水产养殖展”、网站 www.apaexpo.com.cn。 

http://www.apaexp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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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承建商  

展位搭建商必须取得组委会之批准，方可于馆内施工。另各光地搭建商必须承担场馆所征收之施工管

理费、垃圾清运押金及其它等费用。根据会议中心规定，凡是进入展馆内的施工人员必须佩戴安全帽，未

佩戴安全帽的施工人员，展馆的保安人员有权拒绝其入场工作。光地展台搭建商请向主场申请工作证。 

参展证：供参展单位的业务人员在布展、开展和撤展期间进出展馆时使用。 

施工证：供特装搭建单位于布展及撤展期间使用，开展期该证件无效。 

VI. 宣传资料及翻译 

英语虽然在国内通行，但仍然以中文为主导。如展商想更有效地传递产品资料，请用中文内容或翻译

资料成中文（简体）。请各展商务必注意，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区，翻译时不应译为国家。凡在现场

派发的任何资料（包括员工名片），如带有 ROC 或中华民国等字眼均需删去，请各参展商必须遵从。如无

按照此要求而现场有任何问题发生，组委会将概不负责。 

VII. 展馆数据 

地    址 
厦门国际会展中心 

厦门市思明区会展路 198 号 

楼面载重 C 馆 3.5 吨 

展厅地坪 强固水泥 

楼层高度 C 馆 10 米 

搭建限高 C 馆 5 米 

货门尺寸 C 馆 5.4 米（宽）x 5.45 米（高） 

供电标准 C 馆 每馆 600+KW 

展馆照明 C 馆 备有应急电源 

VIII. 展品运输 

参展单位自运展品货车进岛，请按照“交通线路示意图”中建议的红色线路（最佳行驶路线）行驶抵

达展馆。 

     厦门大桥进岛路线（由厦门大桥进岛—嘉禾路－机场路—环岛路－展馆） 

海沧大桥进岛路线（由海沧大桥进岛－仙岳路－金尚路－莲前路－展馆） 

备注：厦门岛内市中心路段每日 7:00-9:00 和 17:00-20:00 禁止货车通行 

一切与展品运输有关事宜，请联系厦门国际会议展览中心双联达会展服务公司。 

联系电话：0592－5959233、5959234  联系人：巫鹏举 

国内运输代理：厦门国际会议展览中心有限公司 

地    址：厦门市思明区会展路 198 号 C 1 馆后门(4 号门)  厦门国际会展中心，邮编：361008 

电    话：0592-5959233    传    真：0592-5959239 

联 系 人：巫鹏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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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货人：厦门国际会议展览中心有限公司 

联系人：巫鹏举 13906036498 

联系电话：0592-5959233 

运输要求：外包装唛头“亚太水产养殖展” 

标注：“展商名称”、“展厅及展位号”  收货时间：8:00-11:30   13:00-17:00 

服务项目及费用（联系人：巫鹏举 13906036498  联系电话：0592-5959233）： 

IX. 展会组委会责任限度 

对于确由展会组委会的责任，造成参展者的不利，赔偿金额最高不超过参展者交给展会组委会所有费

用的总额。 

为本展会提供服务的展馆服务提供商、展览装修工程服务公司、展品运输代理公司和会务服务公司都

是独立的单位，因与他们相关的责任所导致对参展者不利，展会组委会不承担赔偿责任。 

X. 其它 

1 医疗 

    展商请自带药品以防不时之需。 

2 保险 

    展商有责任保险，以使主办、承办单位及其雇员和代理免受由展商造成其在经济上的损失、赔偿与人

员伤亡。 

3 第三者责任保险 

    展商应保第三者责任险并确认主办单位在被保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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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 展 商 守 则                                   

定义 
1. 本条款中，如文中无其他规定，则 

a) “申请人”是指申请在展会上进行展览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经济体或个人。  

b) “参展商”是指申请在展会上进行展览的、其展览申请已由展会组织单位出具书面确认函 

   （称为“展位确认函”）予以接受、且已全额支付参展费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经济体或个人。 

c) “展台”是指经许可的场地，包括所有固定装置、配件和摆设。 

d) “指定服务商”指在展览期间，被展馆经营者或组织单位雇佣，对展位进行搭建、装配或提供其它 

服务的单位或个人。 

参展资格与条件 

2. 展会组织单位对于申请人的参与拥有绝对自主权。展会组织单位以书面方式接受申请人的申请之前，并    

未赋予其任何参展权，经展会组织单位确认并已付清全部展位费用方视为参展商。展会组织单位保留拒

绝任何申请而不进行进一步解释的权利。 

3. 如参展商违反本通用条款和展会规定，展会组织单位将有权拒绝参展商参加展会，并对因该违反行为导

致的损害索取赔偿金。 

4. 展位布置展品必须符合宣传目的和展会规定。如参展商在场地内放置的任何物品不符合场地的用途，展

会组织单位有权移除处置这些物品，费用由参展商承担。 

场地分配 

5. 本着先来先得原则，展会组织单位为申请人分配展位或展台的面积，以及该展位或展台的具体位置。 

6. 未经展会组织单位书面批准，参展商不得向任何第三方转让、让与、分包或分享展位。 

展位建设、标准展台 

7. 展会组织单位对展台搭建的要求和批准程序在《参展商手册》中有详细说明，该说明构成本通用条款和

细则的一部分。 

现场的使用与安全 

8. 对于正在移动或操作的展品，参展商必须采取防护措施。此类展品仅能由经参展商授权的人员展示或操

作，并不得在该人员离开的情况下独自运转。 

9. 所有视听设备必须定点，并限制音量，不得对其他参展商或观众造成不便。 

10. 除非得到展会组织单位的事先书面批准，否则参展商或观众均不得在展会场地内进行拍摄、录音、录像、

电视转播、广播。 

11. 宣传资料只能在参展商自己的展位或展台发放。除非得到展会组织单位的事先书面批准，不得在展会场

地内的任何其他地方进行业务广告、示范或游说。 

12. 展会组织单位有权移除其认为有害、非法、违反道德、与展会组织单位背道而驰、不符合展会标准及设

置或不符合展会展品说明的任何展品、宣传资料，费用由参展商承担。 

13. 参展商保证：展品及其包装、宣传资料在任何方面均不违反或侵害任何第三方权利，包括商标、版权、

设计、名称、专利（无论是否登记注册），并同意对任何第三方造成的损害，由参展商进行足额赔偿。 

14. 展位搭建、展台配置及装饰必须在展会组织单位指定的时间段内完成。截至该时间尚未完工的任何场地，

展会组织单位保留对其进行安排、安装或装饰的权利，费用由参展商承担。 

15. 在展会最后一天的正式关闭时间前，除非展会组织单位做出特别同意，参展商不得拆除或移除任何展位

或展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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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参展商的所有人员、代理或代表凭参展证件入场工作， 不将其参展证件交给其他人。 

展会场地行为守则 

17. 禁止参展商和观众携带危险品进入展览会场地。 

18. 参展商和观众不得在展会场地内从事对任何人或财产造成干扰、妨碍、烦扰、不便、损害或危险的事情。 

销售活动 

19. 参展商可接受业内买家的订单和佣金，合同在展会以外生效。此规定也适用于购买展会结束后交付的展

品。 

广告与宣传 

20. 展会组织单位应当负责安排对展会的整体宣传。参展商使用展会的标识和名称应当取得展会组织单位的

书面批准。 

21. 即使在展台内部，也不允许采取以下宣传手段： 

• 违反法律和国家/政府规定或限制，特别是违反消防部门的规定或限制。 

• 含有意识形态或政治性的题材。 

• 干扰其他参展商，如声、光干扰（闪光、移动投影、扬声器广播等）。 

• 导致尘土或垃圾堆积。 

• 妨碍观众流通，特别是造成过道拥挤。 

展位材料及展品入场及离场 

22. 参展商应当按照展会组织单位的安排，在展会组织单位指定的时间段内进入展会场地。 

23. 展会结束后，应当立即按照展会组织单位的安排，在指定的时间段内移走所有展品、展台材料及相关物

品。留在展会场地的任何展品或展台材料将被视为遗弃，由展会组织单位处置，费用由相关参展商承担。 

责任免除 

24. 展会组织单位、其代理、代表、承包商或员工不在任何方面对某一参展商、其代表、员工、承包商、代

理、或他们的产品或其他财产、或任何参展商或观众遭受的损失、伤害或其它损害赔偿金（因展会组织

单位或其员工疏忽大意导致的人身伤亡除外）承担责任。 

25. 展会组织单位无需为展会期间进行的或展会带来的任何商业交易之结果承担任何责任。 

26. 对于因本协定或与该协定相关的、或因参展商违反该规定造成的或第三方向展会组织单位提出的与索赔

相关的任何性质的法律责任、诉讼、法律程序、索赔、损害赔偿金、成本和费用（包括法律费用），参

展商承诺按照展会组织单位、其员工及代理的要求进行赔偿，并在此后任何时间应确保展会组织单位、

其员工及代理获得赔偿。 

27. 参展商应当负责购买充分的保险，包括但不限于为其展品及展位购买保险，以抵御因偷盗、火灾、公共

责任（包括占用人责任）以及任何其他自然原因导致的所有损失或损害，并应按要求向展会组织单位出

示此类保险单。 

参展权的终止 

28. 如果发生以下一种情况，展会组织单位有权终止参展商在展会上的参展权： 

1. 参展商或其任何代表违反本通用条款和细则内的任何内容； 

2. 参展商的任何行为在展会组织单位看来不符合展会的性质或目的，或妨碍展会其他参展商的权利（包括

知识产权）。 

展会的取消 

29. 如发生展会组织单位不能控制的事由，包括但不限于战争、禁运、疾病爆发、法律程序或政府规章，导

致展会组织单位无法继续进行展会，则展会组织单位保留权利，取消展会、改变展会性质、调整规模、

期限、地点。 

30. 此外，展会组织单位有权因其他合理原因取消或延迟展会，改变展会会期、时间、地点等。如展会被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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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取消，参展商已支付的所有款项均应退还。如展会期间延长或变更，展会的条款应当适用于新的举办

会期和时间。 

提交索赔 

31. 参展商的所有申请索赔应不晚于展会最后一天后十四（14）日，并采用书面形式送交展会组织单位。 

管辖法律 

32. 本通用条款和细则应当由中国人民共和国法律管辖，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进行解释。 

收集个人信息 

33. 当参展商填写申请表参加展会及填写《参展商手册》，才需要收集个人信息。该信息可能被转交给我们

的第三方承包商，以协助承包商提供服务，承包商对负有保守义务。 

34. 参展商参与展展会提供的公司信息，将会刊登在展会的会刊中。此类公司信息也将用于会前宣传，以知

会将要出席展会的公众。 

35. 未经信息当事人的同意，我们不会使用或传播阁下的个人信息，也不会将信息用于信息收集时所声明目

的以外的其他目的。 

其它规则及规定 

36. 展会组织单位保留权利，解释、变更和修改本通用条款和细则，随时发布其认为维护展会经营秩序所需

的其他规章制度。展会组织单位对本条件及任何其他规章制度的解释和规定为最终决定。 

37. 参展商和观众应遵守展会场地的规章制度，这些规章制度是本条款和细则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构成本

条件。如此类规章制度条款与本通用条款和细则发生冲突，应以本通用条款和细则为准。展会场地规章

制度的文本可向展会组织单位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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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填信息（表格一）                                 

展会名称 2016 年亚太水产养殖展览会 截止日期 2016.5.13 

联系人 司香韬、魏一枝 邮箱 apaexpo@chgie.com   

电话 010-88102228、2249 传真 010-88102254 

 

联系人信息 

展位号                                                                                                           

公司名称（中文）                                                                                                 

公司名称（英文）                                                                                                 

地址 （中文）                                                                                                    

地址 （英文）                                                                                                    

联系人                                                邮箱                                                           

电话                                                    传真                                                     

 

重要提示：会刊公司展品信息，鼓励展商从网上提交。网上提交可随时更新，切来年不必再次提交。 

http://www.apaexpo.com.cn/member/login.html→点击立即注册（已注册并激活的用户可直接登陆）→依

次填写信息（注：邮箱要正确填写，会发激活邮件）→查收注册用的邮箱，激活账号→进入展商系统设置

密码→进入 2016亚太水产养殖展→填写参展信息，会刊信息→点击提交，等待主办方审核→通过审核后方

可上传展品图片及公司 LOGO  

 
网上提交有困难，可以填写表格回传。 

公司信息（会刊） 

 

mailto:apaexpo@chgi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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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提供中文或英文公司简介，各 200 字以内。 

请于截止日期前将《会刊登记表》提供给组委会，会刊所收录的联系人、联系方式及公司简介将以此表格为准，

请您给予足够重视。 

 

展品信息 

展品名称                                                                                                         

品牌（中文）                                                   英文                                            

第二部分：展品类别（可多选） 

□优质种苗、育种新技术                         □水产饲料、鱼药 

□水质改良剂、底质改良剂                       □孵化设备、水产养殖自动化设备及仪器 

□各式养殖网箱、养殖和捕捞网具                 □养殖专用泵、各类养殖增氧机、投饲机 

□鱼病诊断仪器、远程诊断装备                   □养殖产品加工设备、饲料加工设备 

□工厂化养殖、新型养殖模式                     □各类水产加工品、调味食品、水产营养保健品等 

□其它（请列出）                                                                                

 

展品描述 

 

 

 

 

 

 

 

 

 

 

 

 

 

 

 

 

 

 

请提供中文及英文展品，各 150 字以内。如果有多个展品，可重复使用本登记表。 

请于截止日期前将《展品信息登记表》提供给组委会，组委会为展商及展品做免费推广，请您给予足够重视。 

标准展位楣板制作信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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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取参观邀请函 

水产展实施全面、积极的宣传组织计划，我们鼓励展商邀请专业观众，以吸引现有的和潜在的客户。 

□ 我们需要    张专业观众邀请函。 

邮寄地址：                                    收件人及联系方式 

□ 我们需要电子版专业观众请柬。 

收件人邮箱： 

 

 

楣板中文字（20 字内） 

 
 

楣板英文字 

（20 字母内，包含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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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告宣传预订单（表格二）                               

展会名称 2016 年亚太水产养殖展览会 截止日期 2016.5.13 

联系人 司香韬、魏一枝 邮箱 apaexpo@chgie.com  

电话 010-88102228、2249 传真 010-88102254 

 

展商信息 付款信息 

展位号                                                 

公司名称                                               

地址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邮箱                                                   

 

开户名称：长城国际展览有限责任公司 

开户银行：交通银行海淀支行 

开户账号：110060576012016047196 

 

会刊广告服务预订单 

编号 版位 色彩 尺寸（厘米） 价格 数量 

1. 内页整版 全彩色 210 x 285  5,000  

2. 内页整版 黑白 210 x 285 3,000  

3. 文字 黑白 210 x 285 3,500  

4. 封二 全彩色 210 x 285 10,000  

5. 封三 全彩色 210 x 285 8,000  

6. 封底 全彩色 210 x 285  12,000  

7. 扉页 全彩色 210 x 285 9,000  

 

 

宣传资料印刷服务预订单 

编号 名称 规格(毫米) 纸张厚度 单位 单价(元) 起印量 预订数量 金额 

打                    印 

1 16 开单页 210x285 ＜200 克 张 12 50  
 

2 16 开折页 210x285 ＜200 克 张 21 50  
 

3 8 页装订 210x285 ＜200 克 本 45 50  
 

印                    刷 

4 彩色单页 210*285 ＜200 克 张 6 500  
 

5 4 页装订 210x285 ＜200 克 本 7.2 500  
 

6 8 页装订  210x285 ＜200 克 本 13.8 500  
 

7 12 页装订 210x285 ＜200 克 本 16.44 500  
 

mailto:apaexpo@chgi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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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2 页装订 210x285 ＜200 克 本 14.18 1000  
 

 

样本文件格式 JPG 或 PDF，文件大小 300dpi 

请于截止日期前将《印刷服务预订单》提供给组委会，印刷内容以展商提供文件为准，请您给予足够重视。 

 

 

 

 

注：1. 为保证广告发布及制作质量，客户应于广告发布前 10 天提供广告样稿并签合同，合同一旦签订， 

广告费应于两日内一次性付清。 

2. 为保证发布制作效果及安全，不接受客户自带的载体及广告物，制作采用丝网印刷，最多为三种 

颜色，无渐变色及图像。如需喷绘，另加制作费。  

3. 升空球、罗马柱等广告项目，如遇大风（四级以上）等人不可抗因素，广告停止发布，两天以上（不

含两天），可按损失天数×平均每天广告费×40％退还部分费用，两天以内（含两天）不退广告费。  

4. 本收费标准中含下列各项费用：（1）场地占用费（2）发布安装服务费（3）广告制作费。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现场广告服务预订单 

序号 项目代码 项 目 规格/位置 
单价/展
期（元） 

数量 备 注 

1 E101 气 球 
球径 3m，条幅长 15m×1m 

室外空域 
5,000  共 16 个 

2 E104 罗马柱 跨度 20m×高 10m 展厅门口 35,000  共 2 组 

3 E105 路 旗 高 1.5m×宽 0.45m 广场内行走路线 300  共 200 面 

4 E106 串 旗 
每行 20 面,每面 1m×1.5m 

室外广场上空 
10,000  共 10 行 

5 E117 广告牌 长 4m×高 3m，观众入口处 5,000  共 3 块 

6 E130 空中舞星 高 5m，室外广场绿地旁 8,000  共 2 个 

7 E131 卡通充气物 高 8m，室外广场 20,000  共 1 个 

8 E132 彩虹拱门 室外广场 6,000  共 5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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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会赞助预订单（表格三）                    

展会名称 2016 年亚太水产养殖展览会 截止日期 2016.5.13 

联系人 司香韬、魏一枝 邮箱 apaexpo@chgie.com  

电话 010-88102228、2249 传真 010-88102254 

 

展商信息 付款信息 

展位号                                                 

公司名称                                               

地址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邮箱                                                   

 

开户名称：长城国际展览有限责任公司 

开户银行：交通银行海淀支行 

开户账号：110060576012016047196 

 

 

赞助预订单 

编号 内容 价格 预订数量 备注 

1 钻石赞助商 60,000 元   

2 铂金赞助商 40,000 元   

3 黄金赞助商 20,000 元   

4 白银赞助商 10,000 元   

5 会议现场赞助商 10,000 元   

6 礼品赞助 10,000 元   

7 提袋赞助 1 8000 元（3000 个）   

8 提袋赞助 2 5000 元（1500 个）   

9 门票赞助 1 10,000 元（10,000 张）   

10 门票赞助 2 4000 元（3000 张）   

11 胸卡吊绳 1 10000 元（10000 张）   

12 胸卡吊绳 2 4000 元（3000 张）   

注意：设计方案均需主办方批准，包括制作费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mailto:apaexpo@chgi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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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石赞助商：金额 60,000 元  名额 1 名 

- 五个 VIP 证件，企业领导参加开幕式，与领导嘉宾开幕后巡馆； 

- 免五人参会报名费； 

- 赠送 18 平米展位； 

- 现场特约媒体专访，并保证发稿； 

- 会议演讲席位一个； 

- 对外宣传中均列为首席赞助单位； 

- 展览会现场所有背板、主信息板、会议背板等公共信息中体现公司 LOGO； 

- 胸卡、门票、手提袋、印刷等宣传材料上体现企业 LOGO； 

- 会刊全彩广告整页（封二）； 

- 现场资料袋里，放置一份企业纪念品或宣传页； 

- 软文一篇（50 家主流媒体） 

- 亚太水产养殖展微信公众号头条文章 2 篇； 

- 亚太水产养殖展微信公众号广告； 

- 亚太水产养殖展官网推荐企业； 

- 所有会议、展览现场摆放易拉宝 20 个。 

铂金赞助商：金额 40,000 元  名额 2 名 

- 获得三个 VIP 证件，企业领导参加开幕式，与领导嘉宾开幕后巡馆； 

- 免三人参会报名费； 

- 赠送 9 平米展位； 

- 现场特约媒体专访，并保证发稿； 

- 会议演讲席位一个； 

- 对外宣传中均列为赞助单位； 

- 展览会现场所有背板、主信息板、会议背板等公共信息中体现公司 LOGO； 

- 胸卡、门票、手提袋、印刷等宣传材料上体现企业 LOGO； 

- 会刊全彩广告（内页）； 

- 现场资料袋里，放置一份企业纪念品或宣传页； 

- 软文一篇（50 家主流媒体） 

- 亚太水产养殖展微信公众号头条文章 1 篇； 

- 亚太水产养殖展官网推荐企业； 

- 所有会议、展览现场摆放易拉宝 15 个。 

黄金赞助商：金额 20,000 元  名额 5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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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得两个 VIP 证件； 

- 免两人参会报名费； 

- 现场特约媒体专访，并保证发稿； 

- “现场推介会”会议演讲席位一个； 

- 对外宣传中均列为赞助单位； 

- 展览会现场所有背板、主信息板、会议背板等公共信息中体现公司 LOGO； 

- 胸卡、门票、手提袋、印刷等宣传材料上体现企业 LOGO； 

- 会刊全彩广告整页（内页）； 

- 现场资料袋里，放置一份企业纪念品或宣传页； 

- 亚太水产养殖展微信公众号文章 1 篇； 

- 亚太水产养殖展官网推荐企业； 

- 所有会议、展览现场摆放易拉宝 10 个。 

 

白银赞助商：金额 10,000 元  名额 5 名 

- 获得一个 VIP 证件； 

- 免一人参会报名费； 

- 对外宣传中均列为赞助单位； 

- 展览会现场所有背板、主信息板、会议背板等公共信息中体现公司 LOGO； 

- 胸卡、门票、手提袋、印刷等宣传材料上体现企业 LOGO； 

- 会刊全彩广告半页（内页）； 

- 现场资料袋里，放置一份企业纪念品或宣传页； 

- 亚太水产养殖展微信公众号文章 1 篇； 

- 亚太水产养殖展官网推荐企业； 

- 所有会议、展览现场摆放易拉宝 5 个。 

 

会议现场赞助商：金额 10,000 元  名额 5 名 

- 获得两个 VIP 证件； 

- 免两人参会报名费； 

- 会议所有背板等公共信息中体现公司 LOGO； 

- 会刊全彩广告半页（内页）； 

- 现场资料袋里，放置一份企业纪念品或宣传页； 

- 亚太水产养殖展微信公众号文章 1 篇； 

- 亚太水产养殖展官网推荐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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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会议现场摆放易拉宝 5 个。 

- 需要会议发言，请单独联系，以上会议赞助不包含演讲（费用 30,000 元—8,000 元）。 

其他单项赞助商 

1 礼品赞助 10000 元（现金或者物品） 

2 提袋赞助 8000 元（3000 个）；5000 元（1500 个） 

3 门票赞助 10000 元（10000 张）；4000 元（3000 张） 

4 胸卡吊绳赞助 10000 元（10000 张）；4000 元（3000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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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讨会参会申请表（表格四）                     

展会名称 2016 年亚太水产养殖展览会 截止日期 2016.5.20 

联系人 李凯杰、刘松 邮箱 cappma_suballiance@163.com 

电话 010-85274846 传真 010-85274847 

 

 

序号 活动名称 时间 地点 主题 

1 全球水产养殖论坛 

主论坛：水产养殖业全

球发展趋势 

5月 25日 

9:00—12:00 

 

君泰酒店 汇集全球产业优势，创建健康水产养殖业 

 

分论坛--水产养殖创

新与实践 

5月 25日 

14:00—17:30 

君泰酒店 国内外先进水产养殖技术和理念分享 

分论坛--工厂化养殖 5月 25日 

14:00—17:30 

君泰酒店 水产养殖模式向可持续、高质的工厂化养殖

转型升级 

分论坛--可持续水产

养殖及贸易 

5月 26日 

9:00—12:00 

14:00—17:30 

君泰酒店 全球水产养殖业宏观形势纵览 

分论坛—渔业国际合

作论坛 

5月 27日 

9:30—12:00 

会展中心 

会议室 

中国水产养殖、加工走出去战略研讨 

2 BAP 贝类养殖标准发

布会及全球水产领袖

峰会发布会 

5月 26日 

（具体时间待

定） 

君泰酒店 BAP 全球贝类标准中国首发及贝类产业

（GOAL2016）工作会议 

3 新常态下水产企业转

型与升级—资本运作 

5月 26日 

14:00—17:00 

 

会展中心 

会议室 

企业股权融资实践操作方法； 

新三板上市流程及国家支持政策解析； 

移动互联网时代农业企业品牌营销升级方

案。 

4 E 路鲜行冷链物流公

益培训班 

5月 27、28日 

9:30—12:00 

14:00—17:00 

会展中心 

会议室 

系统培训公益课程，冷链、保鲜、电商等技

术企业与种植、养殖户直接对接，解决流通

瓶颈，减少损失，普及生鲜冷链知识。 

5 现场推介系列活动 5月 27日 

9:30—12:00 

14:00—17:00 

会展中心 

会议室 

发布最新养殖技术、模式、饲料、品种、加

工技术及商贸投资机会 

6 生鲜电商体验馆 5月26日至28

日全天 

会展中心 

B厅 

各大生鲜电商现场展示平台应用 

7 第二届全球水产冻品

行业大会 

5月 28日 

14:00—17:00 

君泰酒店 水产冻品行情；新产品发布及贸易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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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信息 付款信息 

展位号                                                 

公司名称                                               

地址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邮箱                                                   

 

收款单位：中国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  

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北京朝阳路北支行 

账号：11040101040004564 

 

 

 

研讨会价格 

会议形式 价格 金额 / 人数 

全球水产养殖论坛 
国内 现场 学生  

￥1000/人 ￥1550/人 ￥500/人  

 

其他会议不收取费用，但是名额有限，需要网上或者微信注册。 

参会网站注册：http://www.apaexpo.com.cn/；微信注册：亚太水产养殖展 

联系人：李凯杰、刘松 

联系电话：010-85274846 

传真：010-85274847 

邮箱：cappma_suballiance@163.com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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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店预订单（表格五）                           

   

展会名称 2016 年亚太水产养殖展览会 截止日期 2016.5.20 

联系人 司香韬、魏一枝 邮箱 apaexpo@chgie.com  

电话 010-88102228、2249 传真 010-88102254 

  

展商信息 付款信息 

展位号                                                 

公司名称                                               

地址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邮箱                                                   

 

请直接与酒店前台结算 

 

 1．厦门君泰酒店★★★★ 

福建厦门前埔文兴西路 1495 号 

电话: 0592-2176787 

房型 门市价 组委会优惠价  

标准房  440 元/天 含早餐 

行政标房  520 元/天 含早餐 

 

   2. 厦门华林酒店★★★（已满） 

地址：厦门市前村埔路 88 号   距离 930 米。 

房型 门市价 组委会优惠价  

标准房 598 元/天 348 元/天 含早餐 

单人间 598 元/天 348 元/天 含早餐 

 (注：1.房价已含服务费， 4%的政府价格调节基金。) 

 

3. 厦门星程精品会展中心酒店 准★★★★ 

地址：思明区 前埔中路 319 号(莲前集团)  

开元文体楼站←→会展中心站：乘坐 948 路（或 123 路）公交车。距离 2.9 公里。 

房型 门市价 组委会优惠价  

mailto:apaexpo@chgi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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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大床房 1080 元/天 358 元/天 含早餐 

高级双床房 1180 元/天 358 元/天 含早餐 

 

4. 厦门京华大酒店★★★★ 

地址：福建厦门市思明区厦禾路 1130 号 

莲坂国贸←→会展中心站：乘坐 19A 路（或 19B 路）公交车。距离 7.7 公里。 

房型 门市价 组委会优惠价  

标准房/单间 780 元/天 358 元/天 含早餐 

套房 958 元/天 458 元/天 含早餐 

 

5.厦门牡丹大酒店★★★★★ 

地址：厦门市思明区莲前西路 568 号 

西林云顶站←→会展中心站：乘坐 109（或 755、30A/B、36 路）公交车。距离 4.8 公里。 

房型 门市价 组委会优惠价 备注 

商务标准房 1668 元/天 628 元/天 含早餐 

行政标准房 2288 元/天 818 元/天 含早餐 

商务套房 2365 元/天 900 元/天 含早餐 

行政套房 2928 元/天 1350 元/天 含早餐 

  注： 

 以上房价均包含双份自助早餐，在一楼奥兰朵咖啡厅使用，如需额外自助早餐每位人民币 108 元净价。 

 以上价格针对此次会议已免 15%服务费。 

 房间内提供免费的 WIFI 宽频上网服务 

 房间内提供免费市话及国内长途服务 

 免费本地报纸 

 免费直饮水设施 

 免费使用健身房及室内恒温游泳池 

 

 

代表姓名 性别 预定酒店名称 房型 间数 入住日期 离店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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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待酒店入住回执（截止日期：2016 年 5 月 20 日） 

 

参展单位：                                                                                   

电    话：                           传真：                        联系人：                  

说明：入住单位只有在填写本表并回传至组委会办公室才能享受指定酒店优惠价格。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其他服务预订单（表格六）                         

展会名称 2016 年亚太水产养殖展览会 截止日期 2016.5.20 

联系人 司香韬、魏一枝 邮箱 weiyz@chgie.com  

电话 010-88102228、2249 传真 010-88102254 

 

联系人信息 付款信息 

展位号                                                 

公司名称                                               

联系人                                                 

电话                        邮箱                       

 

开户名称：长城国际展览有限责任公司 

开户银行：交通银行海淀支行 

开户账号：110060576012016047196 

 

翻译人员预订单  预订翻译服务一天起订。 

语种 

价格 

日期 

英语 俄语 西班牙语 

2000 元/天 2400 元/天 3000 元/天 

5 月 26 日    

5 月 27 日    

5 月 28 日    

冰柜预订单 

产品图片 

 

  

类型 岛式变温柜（卧式） 玻璃门变温柜（卧式） 单门保鲜柜（立式） 
容积（L） 580 258 280 

功率（W） 310 175 130 

箱内温度 -18℃ -15℃ 0℃ 

尺寸（mm） 1780*780*900 1250*605*880 560*570*1840 

租赁费展期/每台（含电费） 1200 元（人民币） 950 元（人民币） 950 元（人民币） 

租赁数量    

鱼缸预订单 

尺寸（长*宽*高 cm） 120*40*60 80*40*60 
包含鱼缸及泵、灯 租赁费展期/每台 800元（人民币） 700元（人民币） 

租赁数量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mailto:jialw@chgi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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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展具租赁及服务价格（表格七）                        

展会名称 2016 年亚太水产养殖展览会 截止日期 2016．5.13 

主场服务商 厦门国际会议展览中心有限公司 联系人 郑光宇 

电话 0592-595 9254 邮箱 zhenggy@xicec.com 

传真 0592-595 9998   

 

1. 租赁服务 Rentals for Facilities and Equipment 

 

A. 展具部分 Exhibition Equipment： 

（单位：元/期  Unit price：RMB/The whole Exhibition period） 

名称 Name 图片 Photo 
规格 Specification 

L x W x H (mm) 

单位 unit 

租金

Rental

（RMB） 

押金

Deposit

（RMB） 

备注

remarks 

洽谈桌 

Square table 

 

650 x 650 x 680 张 pcs 80 0 

黑色面 

Black 

surface 

咨询桌 

(抽屉式) 

Consulting 

table 

 

974 x 474 x 760 张 pcs 80 0 

黑色面

Black 

surface 

咨询桌 

(拉门式) 

Consulting 

table 
 

974 x 474 x 760 张 pcs 80 0 

黑色面

Black 

su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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洽谈椅 

Simple chair 

 

450 x 350 x 800 张 pcs 30 0  

台板及支架 

Layer Board 

 

990 x 300 x 12 套 set 50 100  

玻璃高柜（A） 

Glass cabinet 

1-A（Stand） 

 

1000 x 500 x 2000 个 one 200 200  

玻璃高柜（B） 

Glass cabinet 

1-B（Stand） 

 

1000 x 500 x 2500 个 one 200 200  

玻璃中柜 

Glass cabinet 

2（Stand） 

 

500 x 500 x 2000 个 one 200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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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矮柜（A） 

Glass 

cabinet-A

（simple） 

 

1200 x 500 x 1000 个 one 200 200  

玻璃矮柜（B） 

Glass 

cabinet-B

（simple） 

 

1500 x 500 x 1000 个 one 200 200  

货架 

shelf  

 

 

1000 x 300 x 1900 个 one 150 400  

阶梯形展架

Stepped 

exhibition 

stand 

 

镀锌管材质（三层） 

Galvanized pipe 

material(three layers) 

900 x 900 

组 one 100 200  

玻璃圆桌 

Glass Round 

table sets 

 

直径 dia. 680mm  高

Height 

700mm 

（配四椅 with four 

chairs） 

套 set 200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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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缩围栏 

Isolation Strip 

 

 
根 pcs 

 
50 200  

展架罩布

Exhibition 

stand cover 

 

 

1800 x 2000 
块 pcs 

 
15 50  

资料架 

Material 
shelf 

 

（可折叠拆装） 
(folding disassembling) 

个 one 30 200  

饮水机 

Water 

Dispenser 

 

含矿泉水 1桶、纸杯 50

个 
including one bottle of 

water and 50 paper cups 

台 set 300 200  

 

B. 工程服务项目 Engineering Service Charges 

服务项目 Item 规 格 Specification 单位 unit 

电箱租金 

Electric Box 

(RMB/period) 

电费(元/天)或备注 Electricity 

charge(RMB/day) 

小功率照明及 单相 one-phase 5A/220V 个/次 one 100 15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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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电源 

Low Power 

Supply 

单相 one-phase 10A/220V 100 25 

单相 one-phase 16A/220V 150 40 

三相 Three-phase 5A/380V 100 35 

三相 Three-phase 10A/380V 100 80 

三相 Three-phase 16A/380V 300 125 

三相 Three-phase 32A/380V 400 250 

大功率照明及

动力电源 

High Power 

Supply 

三相 Three-phase 63A/380V 

个/次 one 

700 500 

三相 Three-phase 80A/380V 800 600 

三相 Three-phase 100A/380V 1000 800 

三相 Three-phase 120A/380V 1200 950 

三相 Three-phase 160A/380V 1600 1250 

射灯 Spotlight 

100W 
臂长 Arm length 350mm 

盏/期

one/period 

50 

（押金 deposit 

50） 

 

射灯移位 

Spotlight 

shifting 

 
盏/次

one/time 
10  

标准气源 The 

standard gas 

source 

0.09m
3
/min，6kgf/cm

2
 

套/期

one/period 
700 含安装费 including installation fee 

标准用水 

Standard water 

supply 

15mm 
套/期

one/period 
1000 

含安装费、水费 including 

installation fee and water  

液压升降车

hydraulic lift tru

ck 

 
辆/小时 

One/hour 
200 

含服务费，半小时起租 including 

service fee, only can be rented at 

least half hour 

备注：1、每天按 8 小时供电；需 24 小时连续供电的，请事先说明，电费另计。 

The power supplied by eight hours per day; if 24-hour continuous power needed,   please apply in advance, and the 

electricity charge will be calculated additionally. 

2、提供非标准电源、水源、气源需提前 15 天提出。 

If the non-standard power, water or gas needed, please apply for it 15 days in advance。 

 

C. 网络服务 Network Service 

项目名称 name 
单 位

unit   
单价（元/展期）RMB/period 押金（元/展期）deposit 

IP network 个 one 
250（IP 安装费+上网费 including installation fee 

and Internet fee）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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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现场服务 Booth service 

项目 item 价格 price 

拆除展位 booth demolition cost 100 元/展位（3*3m）RMB100/booth（3m*3m） 

展位搭建（不包括地毯）Booth building cost (not 

including carpet) 

450 元/展位（3*3m）RMB450/booth（3m*3m） 

540元/展位（3*4m）RMB540/booth（3m*4m） 

360元/展位（3*2m）RMB360/booth（3m*2m） 

 

3. 加班服务 Overtime work Charges 

加班时间 
Overtime work 

价格 price(RMB/Hall/hour) 界定标准 Definition Standard 

17:00-24:00 1200元/展厅/小时 
Suitable for Hall M and calculated at the whole hall. 

24:00-次日 8:00 1800元/展厅/小时 

备注：1、需加班的单位请于当日 16:00前填报加班需求书，逾期加收 30%。 

2、价格含基本保安配备、基本照明、通道清洁费（不含空调费）。 

3、免费加班时间：展览会开幕前一天 17:00-21:00,展览会闭幕当天 17:00-21:00。 

Remarks:  

1. Overtime work should be applied to the Exhibition Dept. of XICEC before 16:00 the same day; otherwise, 

30%surcharge will be levied. 

 2. Charges includes basic security, lighting, channel cleaning fee (not including the Air-conditioning fee) 

3. Free overtime work:17:00—21:00 on the day before exhibition opening; 17:00—21:00 on the exhibition ending day. 

 
4. 施工保证金 Deposit for construction works 

项目 Item 价格 price 

 

特装押金（正常拆卸撤离展馆后无息退还） 

Deposit for Special Decoration (Will be interest-free returned 

after remove out of the exhibition hall) 

2000-5000 元/展位/期 

RMB 2000-5000/booth/period 

 

高空悬挂押金（正常拆卸后无息退还） 

Deposit for air Rigging (Will be interest-free returned after 

remove out of the exhibition hall) 

1000 元/点 

RMB1000/point 

 

5. 运输装卸服务 Transportation and storage charges 

项目 item 价格 price 

叉车、吊车装卸费

（择大计算） 
Handling Charge for 

1 吨—6 吨/立方米 

1～6ton/m3 

 

80 元/吨/立方米 RMB 80/ton/ m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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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k lift and crane 

（calculated by the 

bigger one） 

6 吨—20 吨/立方米 

6～20 ton/m3 

 

125 元/吨/立方米 RMB 125/ton/ m³ 

20 吨/立方米以上 

More than 20 ton/m3 
250 元/吨/立方米 RMB 250/ton/ m³ 

叉车、吊车特殊组装

服务和二次移位服

务 

Special assembling 

services and second 

shift service 

3 吨叉车 3 ton forklift 150 元/小时 RMB 150/Hour 

本条款仅用于展馆内特殊组装

服务和二次移位服务的场合 

This clause is only used for 

special assembling services and 

the second shift service within 

the exhibition hall 

6 吨叉车 6 ton forklift 200 元/小时 RMB 200/Hour 

8 吨叉车 8 ton forklift 250 元/小时 RMB 250/Hour 

16 吨吊车 16 ton forklift 300 元/小时 RMB 300/Hour 

25 吨吊车 25 ton forklift 400 元/小时 RMB 400/Hour 

仓储费 Storage charge 
20 元/立方米/天（不足 1立方米按 1立方米计） 

RMB 20 / m³ /day（calculated by 1m3 if less than 1m3） 

液压车租金 pallet jack 
60元/小时（半小时起租，30元/半小时）
RMB 30 /half Hour 

押金：500 元 

Deposit RMB 500 

大平板车租金 large trailer 
60元/小时（半小时起租，30元/半小时）
RMB 30 /half Hour 

押金：500 元 Deposit 

RMB 500 

小平板车租金 Small trailer 
40元/小时（半小时起租，20元/半小时）
RMB 20 /half Hour 

押金：200 元 Deposit 

RMB 200 

锤子租金 Hammer 5元/个/半天 RMB 5 /one/half day 

开箱铁钩租金 Hook opener 10元/个/半天 RMB 10 /one/half da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