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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合同 

 

 

第31届广州国际玩具及教育产品展 
2019年4月8 – 10日 
中国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1000号） 

请填写此合同并签名盖章后发送至以下邮箱  

邮箱：toy@china.messefrankfurt.com     

广州力通法兰克福展览有限公司 

联系人：郑小姐/姚小姐/覃小姐/杨小姐    电话：020-66842210 

（注：带*为必填项） 

1.参展公司资料（必须与公司盖章名称完全一致，以下部分内容将被作为参展商名录刊登于会刊上。） 

*公司名称(中文):  

*公司名称(英文):  

*地址(中文)【此地址应可接收邮递参展资料】:   

*地址(英文):  

*邮编:  *固定电话:  *传真:  

*联络人:  先生/女士 职位:  *手机:  

*网站:  *电子邮箱:  

*参展产品（中文限15字内）:  

*参展产品(英文):  

*自主品牌(中文/英文):  

*代理品牌(中文/英文):  

*2.参展费用 

2.1 特级展位 (9平方米/个) 

费用：人民币12,000元/个， 共需展位：       个 

◆边角位置：需另收附加费1200元/个开口 

如需边角位置，请勾选：双开口      三面开口 

         (境外企业收费13500元/个) 

设备及设施： (特级展位示意图见附件1) 

- 1 条公司楣板 (包含公司名称及展位号)      - 展位内地毯 

- 2层层板（6块）        - 1 张桌子, 2张椅子                             

- 5 盏射灯及1个电源插座       - 1 个废纸篓 

2.2 光地 (至少36 平方米)       

      费用：人民币1050元 / 平方米，共需光地：          平方米 

                 (境外企业收费1260元/平方米) 

备注：    

只提供光地面积，不含任何设施费用 

展馆另收25元/ 平方米特装管理费及10元/平方米垃圾清运费。

（双层展位特装管理费为30元/平方米） 

2.3 您对展位的要求：保留上届原位   其它展位要求： 

3.展会会刊广告、电子商务服务（请在相应位置选择） 

 会刊封面： 18,000元 / 页  

 会刊封二： 8,000元 / 页 

会刊扉页： 8,000元 / 页  

 会刊彩色内页：      页(4,000元 / 页) 

 展商电子商务配套服务： 2,500元 / 年 

(非参展商： 3040元/年，服务内容见附件2) 

*4.公司业务性质（可多选） 

 4.1 制造商(原始品牌制造商) 

 4.2 制造商(OEM, ODM)  

 4.3 零售商 

  4.4 代理、分销商、经销商、批发商 

 4.5 出版商 

 4.6 商会 / 政府机构 

 4.7 其他, 

请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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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产品类型（可多选）*请从下列类别中勾选您的主要展品 

5.1 各种类型玩具 

       5.1.1 益智、教育玩具 

       5.1.2 积木套装   

 5.1.3 娃娃、毛绒类玩具 

 5.1.4 电子电动塑胶玩具 

 5.1.5 充气产品 

 5.1.6 儿童运动玩具 

 5.1.7 木制、纸板类玩具 

 5.1.8 其他, 请注明：                    

5.2 动漫授权及衍生品 

       5.2.1 动漫形象授权 

       5.2.2 动漫衍生产品 

       5.2.3 其他,  

请注明：                                 

5.3 模型 

       5.3.1 合金模型 

       5.3.2 仿真模型 

       5.3.3 拼装玩具 

       5.3.4 遥控模型玩具 

       5.3.5 其他, 请注明：                          

5.4 幼教用品及设备 

       5.4.1 各种类幼教用品 

       5.4.2 幼教游乐设施 

       5.4.3 早教机、学习机 

       5.4.4 其他,  

请注明：                                  

 

6.参展细则 

6.1  主办单位 

广东省玩具协会 

广州力通法兰克福展览有限公司 

法兰克福展览(香港)有限公司 

6.2 参展申请和确认 

参展的公司填妥参展合同并签字盖章后发邮件至主办方。主办
方将在收到参展合同后以书面形式通知确认参展。 

6.3 入场规定 

本展会为业内订货会，只对18岁以上专业观众开放，谢绝儿童
入场！馆内禁止吸烟和用餐。主办方有权对违反者作出处理。 

6.4 禁止非本展会展品范围内的产品展出和零售 

本展会为业界订货会，只限于各类玩具、玩具模型及童车、婴
童用品的展示订货，不设零售（4月10日12:00后除外）；不接
受非本展会展品范围内产品展出，以及禁止以零售为目的的展
商参展，如现场发现违反本条规定，主办方有权停止该展商展
出并清理出场，所收展位费不予退还。 

6.5 参展条款 

展览会具体的参展条款列于主办方网站：
www.messefrankfurt.com.hk内。 

6.6 展位分配 

展位分配由主办方按产品种类、区域划分或其它条件分配，展
位一经分配及已通知展商，将不能更改，展位分配权及解释权
属主办方。 

联合参展的企业须经主办方同意，并要通过主参展商联系和安
排参展所有事宜。 

6.7 会刊内容 

部分参展公司资料将被作为参展商名录刊登于会刊上。  

6.8 知识产权/著作权 

参展商须保证展品、包装和广告宣传材料不能侵犯第三者产权，包括

已注册或其它确认商标、著作权、设计、名字及专利。侵权所

发生的一切法律责任，由展商自行承担。 

开展期间，如发生知识产权投诉，参展商应配合知识产权工作人员调

查处理；如参展商拒不配合调查取证或执行处理决定时，主办方有权

对其展品强制下架和拒绝其参加日后展览会。 

6.9 取消参展事宜 

如已申请参展且已付款的公司,而事后又通知主办方要求退展，

若主办方能够把该申请公司的展位转卖给其它展商的，而主办

方没有任何财务损失的情况下，则扣除该申请公司其它额外的

费用如广告费用等，仍必须支付总展位费的50%给主办方。如

未能转让，则按100%收取。 

6.10 付费条款 

按照主办方出具的付款通知书安排支付全额展位费。如发生任

何银行相关费用，将由参展申请人承担。 

请将展位费汇入以下账号： 

广州力通法兰克福展览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交通银行广州中环支行 

账号：441168515018010040316 

6.11 如有任何问题，敬请查询 

广州力通法兰克福展览有限公司 

广州巿越秀区淘金北路正平南街一号二楼 

联系人：郑小姐/姚小姐/覃小姐/杨小姐 

电话：020-66842210  

电邮：toy@china.messefrankfurt.com 

        网站：www.chinatoyfair.com 

7、公司法人姓名或代表姓名及盖章 8、主办单位盖章 

我司在此申请参加第31届广州国际玩具及教育产品展，并同意本合

同中随附列明的参展细则。 

 

公司盖章： 

 

签名：  职位：  
广州力通法兰克福展览有限公司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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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0元/年 

展商优惠价：2500元/年 

 
 
 

电商服务 
个性化商铺  

排名优先  

手机端同步展示 

产品招商 
品牌展播  

招商广告  

让目标客户绝不错过 

特刊广告 
《中外玩具网·新品汇》 

特刊  

扩大线下推广 

品牌营销 
中外玩具全媒体  

多渠道宣传  

《中外玩具制造》 

中外玩具网VIP会员服务 
 

附件2 
展商电子商务配套服务 

 
为延伸展会的展后服务，给展商和买家创造全天候的商贸交易平台，帮助展商把握电子商务迅猛发展

的潮流，拓宽营销模式，展会与玩具业领先的B2B商贸网站——中外玩具网(www.ctoy.com.cn)深度合作，

为参展企业提供电子商务VIP会员服务，并赠阅1年《中外玩具制造》月刊。 

 

█ 为什么要加入中外玩具网VIP会员 

中外玩具网是广东省玩具协会三大服务平台之一，创办于1998年，拥有国家ICP经营许可证，通过PC和

移动网站、新媒体渠道为玩具行业提供专业的资讯和电商服务。网站资讯全面、权威、独到，是玩具业唯

一被百度、谷歌、搜狗等主流搜索引擎同时收录的新闻源网站，B2B商贸版块则有1万多厂家，8万多买家，

近20万件产品，提供在线批发、招商代理、采购撮合等服务，网站每天吸引数万专业访问人群，已成为玩

具业领先的网络传媒和电商平台。 

 

█  中外玩具网VIP会员四大服务内容： 

详情请咨询： 

广东省玩具协会 

广州力众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小姐/伍小姐 

电话：020-66842176/66842173 

 

 

QQ：2355507021/2355507011 

传真：020-83587016 中外玩具网微信公众号 

http://www.ctoy.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