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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意大利环保展-参展报名表

2020 年 11 月 3 日-6 日意大利瑞米尼展览中心

公司信息（下列信息请使用英文填写）

公司名称

往届参展使用名称

电话 传真

地址 邮编

联系人 职务 手机号

电子邮件 网址

公司 VAT 税号

贵司展品类别 □选择和回收□环境服务□废物处理□环境风险和损伤□垃圾收集&交通和

街道清洁□循环生物经济□受污染地点的填海工程技术□生物质能热电联产

□水循环和空气质量□国家和国际组织□拆建废物：处理和恢复，附属装置

展位信息

□优惠价格 □正常价格 所需数量 费用

光地单开/16平起 156 欧元/平米 167 欧元/平米           平米                  欧元

光地双开/16平起 161 欧元/平米 174 欧元/平米           平米            欧元

光地三开/16平起 168 欧元/平米 181 欧元/平米           平米            欧元
光地独岛/16平起 173 欧元/平米 186 欧元/平米           平米            欧元

标摊 16 平单
开（含税）

Type A 4211 欧元/平米 4387 欧元/平米           平米            欧元
Type G 4371 欧元/平米 4563 欧元/平米           平米            欧元
Type F 4723 欧元/平米 4915 欧元/平米           平米            欧元

标摊 32 平单
开（含税）

Type A 7683 欧元/平米 8067 欧元/平米           平米            欧元
Type G 8035 欧元/平米 8387 欧元/平米           平米            欧元
Type F 8707 欧元/平米 9091 欧元/平米           平米            欧元

标摊 32 平双
开（含税）

Type A 7875 欧元/平米 8259 欧元/平米           平米            欧元
Type G 8195 欧元/平米 8611 欧元/平米           平米            欧元
Type F 8899 欧元/平米 9283 欧元/平米           平米            欧元

标摊 32 平三
开（含税）

Type A 8067 欧元/平米 8483 欧元/平米           平米            欧元
Type G 8419 欧元/平米 8835 欧元/平米           平米            欧元
Type F 9123 欧元/平米 9507 欧元/平米           平米            欧元

环保费 光地费用基础上收取 15%           平米            欧元
注册费（只光地收取，

标摊已包含）
611 欧元/企业           企业            欧元

联合参展费（含税） 1511 欧元/企业           企业            欧元
印花税票 2欧元/企业，联合参展商单独收取           企业            欧元

报名组织费
3000 人民币/企
业

          企业           人民币

展位、装修及租赁款项汇至海外的银行手续费：
（9-18 平 400 元-800元为参考标准）我司象征收费标准人民币 500 元

总计

   备注：展位分配：先提交报名表并付款，展位以大会实际分配为准。

         展商报名表提交后取消参展会产生取消费，具体金额以大会公布为准。

优惠价格仅限 2020 年 1 月 15 日之前报名并支付定金才可享受。

日期：                             签字：                        盖章：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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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摊 32 平单开：

配置 A：蓝色地毯，墙板，楣板（180*40 cm），2咨询台（100*40*100cm)2 凳子，2桌（160*80*72cm）

6 椅，1配电箱，2插座（220V），2KW 电，6射灯(300W)，2 垃圾桶，2衣架，1储藏室（200x100 

cm）

配置G：绿色地毯，墙板，楣板（180*40 cm），2咨询台（100*40*100cm)2凳子，2桌（160*80*72cm）

6 椅，1配电箱，2插座（220V），2KW 电，6射灯(300W)，2 垃圾桶，2衣架，1储藏室（200x100 

cm）

配置 F：红色地毯，木质墙板，楣板（竖，50*290 cm），2咨询台（100*40*100cm)2 凳子，

2桌（160*80*72cm）6椅，1配电箱，2插座（220V），2KW 电，6射灯，1垃圾桶，1衣架，

1储藏室（200x100 cm）

标摊 32 平双开：

配置A：蓝色地毯，墙板，楣板（180x40cm），2咨询台（100*40*100cm)2凳子，2桌（160*80*72cm）

6 椅，1配电箱，2插座（220V），2KW电，6射灯(300W)，2 垃圾桶，2衣架，

1储藏室（200x100 cm）

配置 G：绿色地毯，墙板，楣板（180x40 cm），2咨询台（100*40*100cm)2 凳子，2桌

（160*80*72cm）6 椅，1配电箱，2插座（220V），2KW 电，6射灯(300W)，2 垃圾桶，2

衣架，1储藏室（200x100 cm）

配置 F：红色地毯，木质墙板，楣板（竖，50x290 cm），2咨询台（100*40*100cm)2 凳子，

2桌（160*80*72cm）6 椅，1配电箱，2插座（220V），2KW 电，6射灯，1垃圾桶，1衣架，

1储藏室（200x100 cm）

标摊 16 平单开：

配置 A：蓝色地毯，墙板，楣板（180x40 cm），1咨询台（100*40*100cm)1 凳子，1桌（160*80*72cm）

3 椅，1配电箱，1插座（220V），1KW电，3射灯(300W)，1 垃圾桶，1衣架，1储藏室（100x100 

cm）

配置 G：绿色地毯，墙板，楣板（180x40 cm），1咨询台（100*40*100cm)1 凳子，1桌（160*80*72cm）

3 椅，1配电箱，1插座（220V），1KW电，3射灯(300W)，1 垃圾桶，1衣架，1储藏室（100x100 

cm）

配置 F：红色地毯，木质墙板，楣板（竖，50x290 cm），1咨询台（100*40*100cm)1 凳子，

1桌（160*80*72cm）3 椅，1配电箱，1插座（220V），1KW 电，3射灯，1垃圾桶，1衣架，

1储藏室（100x100 c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