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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展報名表 - 公協會
ANUGA 2019 德國科隆國際食品展
2019 年 10 月 5-9 日
報名方式 《請於填寫前先詳閱後附之參展規則，德國科隆展覽公司並保留最後參展資格之審核》
請填妥此中文團區含裝潢攤位報名表以及英文報名表1.13、展品編號表1.30+1.31，並加上負責人簽名及加蓋公
司大小章。
✓
付款方式：分別付款給 各所屬公協會 與 德國科隆國際展覽公司
攤位費用：所屬公協會 請於報名表提交完成後，等候所屬公協會通知付款「全額標攤申請面積費用+媒體
服務費 990 歐元」
。
匯款時間將影響選位順序。選位順序依據標準：(1)攤位面積大小、(2)報名完成時間 (報名表遞交時間+完
成匯款時間)，於參展廠商展前說明會(約於展前五個月 2019 年 5 月初)中公開圈選。
預備金：德國科隆展覽公司 請於開展三個月前(2019 年 7 月 30 日前)，將 攤位預備金 (每平方公尺 30 歐
元 x 申請攤位面積)、攤位面積調整所產生的差價(如有產生) 以匯款方式付清。匯款戶名及帳號會分別詳列
在 invoice 帳單中。
✓

已報名之廠商若取消參展，須以書面或 email 方式正式通知德國科隆國際展覽公司台灣辦事處，將依取消
參展的時間點及不同情況收取攤位費用 25%-100%之取消參展費詳見參展規則 Item II of the General Section
of the Conditions of Participation)。

含台灣團區裝潢攤位費用
基本攤位
12 平方公尺
每 12 平方公尺 6,060 歐元
(於 2018 年 9 月 30 日之前完成報名，享有優惠價格 5,820 歐元。10 月 1 日起報名適用統一報價)
攤位費用包含

✓ 團區外觀形象裝潢, 隔間、地毯、公司招牌板
✓ 1 桌 4 椅、詢問桌(附鎖)x 1、高腳椅x 1、100公分層板x 3
✓ 150w 投射燈x 5盞、垃圾桶x 1、插座x 1、展會期間攤位內無線上網服務x1
✓ 攤位基本照明用電、大會公共電費、攤位每日地毯基本清潔、進退場基本垃圾處理費
✓ 上述展前/展後所有相關展務服務、展覽期間台灣團區服務攤位及茶水等服務

每家參展廠商

Marketing services (Marketing Package) 媒體服務費 990 歐元 以及 攤位預備金 (每平方公尺 30 歐

皆需另支付

元 x 申請攤位面積)。*若參展企業前一次參展的額外支出費用高於預備金金額計算標準，則以
前一次參展的額外支出費用為依據收取，屆時請以 invoice 上列出的金額為主*
✓ 媒體服務費：參展廠商紙本名冊登錄、產品類別登錄、官網刊登、商業媒合、新產品登錄等…。
✓ 攤位預備金：用以支付周邊服務或現場雜支，展後3-6 個月憑據核銷，多退少補。。

※
※
※
※

若攤位需求大於 12 平方公尺，攤位費用則以該時期每平方公尺單價，乘以實際需求面積數計算。
以上費用不含：(1) 德國稅金(增值税 19%) (2) 進退場期間大型廢棄物處理費以及個別展品所需使用電費等。
Fine Food 區廠商攤位費用可能內含約 0.75 平方公尺之公共區域。
實際面積大小將有增減的可能性，將以科隆分發及攤位圈選為準。攤位不因柱子/電箱或大會硬體結構等而有
任何面積退費或減免。

公司印鑑章及負責人簽名

Company stamp and legally binding signature

1

日期

Date

相關條例
1.

因攤位整體考量因素，大會對廠商申請之攤位面積若有刪減或增加，攤位費用將依主辦大會所分配之實際面
積計算，並於開展前完成攤位費用的補繳或退還手續。攤位不因柱子電箱等因素而有攤位費用之折抵或減免。

2.

攤位的位置選擇依攤位面積大小及報名完成先後順序，於參展廠商展前說明會(約於展前五個月 2019 年 5 月
初)公開圈選攤位，圈選後不得任意變更或轉讓轉租他人。未參加說明會的廠商視同放棄選位順位，並同意主
辦單位安排之攤位位置以及說明會所有決議事項。

3.

報名先後順序以收到此中文團區含裝潢攤位報名表 +

1.13、1.30、1.31 英文報名表 +匯款水單(攤位費用+

媒體服務費總額)為準。
4.

其他相關規定，請遵循 Koelnmesse 主辦單位條例之規定：
「Conditions of Participation Special Section、General
Section of the Conditions of Participation、Essential information」

5.

以上報價為台灣團區報價。若台灣團區不達 10 家參展廠商或是團區廠商總參展面積不達 90 平方公尺，以上
報價作廢。屆時台北辦事處將協助提供資訊或申請個別攤位裝潢。

請詳填貴公司資料：

《科隆大會並保留最後參展資格之審核》

公司名稱(中)

公司性質

□製造商/工廠 □批發商 □進口商

公司名稱(英)

□貿易商 □國外業務代理 □分公司

公司地址(中)

□服務提供商 □協會/公會 □媒體 □其他
所屬公協會

公司地址(英)

參展相關資訊：
展品名稱(中)

公司負責人

(中/英文)

展品名稱(英)

展務聯絡人

(中/英文)

申請攤位面積

電話

平方公尺

dqmc hdqmb積
其他建議

分機

傳真
E-mail
網站

本公司同意參加由科隆國際展覽有限公司(新加坡)所籌組的台灣參展團，接受並同意確實遵守主辦單位所訂參展條約之一切規定，如未能履行主辦單
位規定，或發生其它不法行為，主辦單位有權依參展辦法及條例取消參展資格，所蒙受之損失，概由本公司自行負責，並願負一切法律賠償及行政
責任，絕無異議。
We agree to join the Taiwan exhibitor group organized by Koelnmesse Pte Ltd, by signing and returning the registration form, we acknowledge that the
organizers’ Conditions of Participation and the service package are binding for our company.

公司印鑑章及負責人簽名

Company stamp and legally binding signature

日期

請寄回此報名表正本 Please return 1 original copy

2

Da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