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uroTier——德国国际畜牧展
2014 年 11 月 11 日至 14 日，德国汉诺威

 EuroTier 介绍：
2014 年 11 月 11 日至 14 日，由德国农业协会（DLG）主办的 EuroTier 国
际畜牧业展览会将在德国汉诺威再次拉开帷幕。EuroTier 是世界顶级的畜牧业机械和
设备、饲料和饲料添加剂、动保、兽药等的展览盛会。这里是您获取畜牧业创新成果
和发展趋势的最理想平台。
 EuroTier 优势：
 世界上最大的畜牧业展览会
 欧洲最重要的以未来为导向的创新平台
 行业内所有知名企业都将亮相
 扩展新的市场，尤其是中欧、东欧、俄罗斯和其它独联体国家的门户
 来自 114 个国家的投资决策者相聚在这方
 EuroTier 上届数据：
 有来自 51 个国家的 2445 位参展商，其中一半展商来自德国以外
 有来自 100 个国家的 16 万观众，其中 3.8 万专业观众
 总面积超过 20 万平方米
 举办超过 150 个论坛活动和研讨会
 100 家中国企业展团参展
 EuroTier 获国家补贴政策

 2014 年 1 月 30 日之前报名且支付订金展商，享受国家补贴政策
 列入国家复合批件，可享受展商所在地中小企业开拓资金补贴
 享受免费去程 1 立方米展品运输
 载入《中国企业名录》特刊，向全球专业卖家免费发放

EuroTier——德国国际畜牧展览会,更多详情，请登录官网：
http://www.euro-tier.cn

EuroTier——德国国际畜牧业展览会
2014 年 11 月 11 日至 14 日，德国汉诺威

展位报名表及合同书
请认真阅读协议条款，签字盖章后即生效

首轮报名截止时间：2014 年 1 月 30 日
公司信息（准确填写，将刊登在会刊上）

参展筹备联系人及职务：

办公电话：
中文：

参展单位名称

英文：
中文：

地址和邮政编码

（邮编：

）

英文：

企业联系人信息

姓名及职务：

手机：

办公电话：

传真：

Email：

网址：

参展主要产品（中英文）
参展人数：___人

展期随团人数：___人 （行程安排见附件）

传真：

Email：

眉板名称：

手机：
中西合璧、气度非凡，尽显大国风范
 展团形象中西合璧：国家展团设计巧妙融合中国特色与
欧洲审美，独具特色。
 展团位置扼守要地：展团地处展馆内居中方位，整体面
积大，带来更多客流。
 展位设计独特显眼：展位高 3 米，主体形象高 6 米，在
展区中独特显眼，有效吸引客商眼球。
 展位配置求新求全：家具 8 成以上新，洽谈桌椅、咨询
台和椅、展示柜或架、共用储藏间、热水壶等一应俱全，
为客商营造舒适洽谈空间。
国家展团 标准展位示意图
展位价格
单价（人民币）

□标准展位
□光地

国家
补贴政策

2950/平米
1800/平米







注册费+会刊费
已含
600/展位

双开口

其他

增收 10%

9 平米起订，配备咨询台、椅；洽谈桌椅；
层板、公共储藏间、地毯、射灯、纸篓等。
20 平米起订

1 月 30 日之前报名且支付订金，享受国家补贴政策
去程 1 立方米展品运输免费；
为企业出具复合批件，可另外享受地方中小企业开拓资金补贴
免费登录由主办方出版的《中国企业名录特刊》，发行 10,000 册，现场发放。
申请标准展位企业享受大气、华美，代表中国形象的豪华装修。
要求参展人员统一随团，否则缴纳 4000 元服务费

公司简介（英文或德文，500 字以内）
：
请另附在 word 文档中，非中国展团企业无需提供

公司或负责人风采照片 2 张（用于刊登在中国展商手册上）：
请另附电子版，像素大于 300k，非中国展团企业无需提供

《中国企业名录》会刊 广告征订


收录中国参展企业信息，印制 10000 册，展会期间免费发放
 组委会渠道向全球专业观众、上游客户、潜在买家发行

版位

出片尺寸

色彩

价格（元/期）

封面

216*213

彩色

25000

封二

216*291

彩色

15000

封三

216*291

彩色

10000

封底

216*291

彩色

20000

内彩

216*291

彩色

5000

选择

加入展商团人员信息
人员姓名

1）

2）

3）

4）

性别
护照号及出生日期
素食或穆斯林
房间分配要求（合住或大床）
注 1：行程安排及服务内容详见附件
2：加入展商团客商需另行签署定团协议书，以及另支付定金。
3：随团费用将于 2014 年 2 月公布，为防止价格上涨，报名截止日期为 2014 年 8 月 1 日。
4：6 月 1 日之前支付随团定金。

主管领导签字：

组展方领导签字：

单位公章：

日期：

单位公章：

日期：

报名流程
1、 填写《展位报名表及合同书》
，
《会刊信息登陆表》签字盖章，即参展合同生效。（落款及骑缝章）
2、 递交《展位报名表及合同书》
，同时递交公司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扫描件，申请免税。
3、 申请加入中国展团的企业，请递交企业 logo 和企业简介。
4、 递交表格后，需三个工作日内支付壹万元（10,000 元）定金
5、 支付尾款：2013 年 5 月，德国农业协会将公布展位图并发送展位确认书、展商服务手册，展商如对展位有异议，
请在 5 个工作日之内提出调整申请，如果无异议请展商 7 天内支付尾款。
6、 首轮报名截止日期：2013 年 1 月 15 日
7、 登录会刊截止日期：2013 年 7 月 6 日，该日期之后申请展位将无法录入会刊。
8、密切关注 Agritechnica 中文官方网站：http://www.euro-tier.cn
10、展商随团需另签署订团协议，报名截止日期 2013 年 8 月 1 日。

报名办法
报名材料提交至中国区指定代理商，任选其一：
海慕展览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联系人：杨洋 经理
地址：上海漕宝路 103 号自动化仪表
城商务楼 1309 室
电话：021-60909581-608
传真：021-60909591
手机：13917398756
Email: joyceyang@hmfairs.com

北京引企成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联系人：朱舸 经理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83 号京
江阳光商务楼 227-236
电话：010-51298074-8029
传真：010-51768354
手机：15201065989
Email: ppyqc999@163.com

广州安祺展览有限公司
联系人：何志鹏 经理
地址：中国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车陂
路 407 号天朗名居 S1 座 1007 室
电话：020-85566391
传真：020-85566481
手机：13288627586
Email：anqiexpo@163.com

参展条款
1、 首轮报名截止日期 2013 年 1 月 15 日前取消参展，定金全额返还。
2、 收到展位图之前取消参展，扣除注册费 3000 元；收到展位图之后取消参展扣展位费（原价）25%。7 月 5 日之
后取消参展，视已发生成本扣除费用。本报名表具有参展合同效力。
3、 收到展位确认书后、展位图，请在 7 个工作日之内交付尾款。
4、 发票抬头公司名称需与付款公司名称一致，请慎重选择支付账户。
5、 每个展商享受 2 张免费入馆证，每增加一张，需另缴纳 400 元。
6、 涉及知识产权问题企业禁止参展，否则现场发生法律纠纷组委会概不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