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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香港国际环保展览会报名表          

2020 年 10 月 28 日-31 日香港亚洲国际展览馆 

 

公司信息 

公司名称  

英文名称  

电话  传真  

地址  邮编  

联系人             （女士/先生） 职务  

电子邮件  网址  

社交媒体账户 （facebook, youtube, wechat, line, instagram） 

展品品牌  

展品品牌英文  

 

展位信息 

 单价 所需数量 费用 

标准展台（9平） 3213 美元/9 平米           平米                美元 

基本展台（12 平） 4092 美元/12 平米           平米                美元 

特级展台（9平） 4149 美元/9 平米           平米                美元 

光地（36 平起） 324 美元/平米            平米              美元 

初创专区展位（3m* 1.5m） 833 美元/4.5 平            平米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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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币 

总计:
 

备注： 

9 平标准展台配置：光地，2.5 米高墙板，地毯，门楣，1洽谈桌 3椅，1柜子，1垃圾桶，1插座，3层板，3射灯，2长臂射灯 

12 平基本展台配置：光地，2.5 米高墙板，地毯，门楣，1垃圾桶，1洽谈桌 3椅，4射灯，3长臂射灯 

9 平特级展台配置：光地，3.5 米高墙板，地毯，门楣（公司名字+logo），1方桌 3椅，1垃圾桶，1插座（500W）， 

6 层板，3射灯，3长臂射灯，3柜子 

初创展区展位：光地，1米*1.5 米展示背景板，1卤素灯， 1 柜子 2高凳 1插座 1垃圾桶 (是否属于初创企业最终由大会决定)。 

展位分配原则：现报名、付款，后大会统一分配展位。 

报名截止日期：2020 年 5 月 8日，超过截止日期报名，不能保证有展位 

 

 

 

日期：                             签字：                        盖章：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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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信息统计 

（下列信息为大会要求提供项目，必须填写） 

1.公司性质：（可多选） 

采购合作社 
 采购办事处 
 连锁公司 
 慈善/福利组织 
 领事馆/商务专员公署 
 百货公司 
 分销商 
 网上零售商 
 代理商 (出口) 
 出口商 
 获授权特许经营商 
 特许经营权代理 
 特许经营商 
 政府机构 
 代理商 (入口) 
 入口商 
 邮购公司 
 制造商 
 其它 
 个人 
 专业协会 
 宗教团体 
 零售商 
 服务行业公司 
 购物商场 
 公营机构 
 工商组织 
 批发商 

2.公司介绍：（最多 1300 字母，英文填写） 

 

3. 产品品牌：（建议 3-5 个，英文填写) 

1） 
2） 
3） 

4. 展品/产品/服务介绍：最多 250 个字母，必须以英文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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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产品图片及介绍：最多提供 10 项，必须以英文填写 

（1）产品 1：（产品图片请另外提供（1500*1500 像素，最大 100KB，仅 JPG 格式） 

产品/服务名称：（3-5 个英文字词） 

产品类别：（请从产品大类里选择一个） 

规格：请不要方公司介绍及官网链接，示例：  

品牌： 

颜色： 

型号： 

大小: 

搜索关键字: 

接受小批量订单（5-1000 单位）：  

是（请填写小批量订购数量、单位、单价及交货期）      

否 

6.产品大类：(只能选一个，关系到展位分配到哪个区域) 

空气质素 
环保产品 
政府部门 
绿色建筑及能源效益 
绿色运输 
检测、分析及认证 
废物处理及循环再造 
水处理及水质管理 
 

7.会刊中产品索引：（最多选 5 个，额外需 15 美元/个，不能选大类，必须于 5（产品大类）一

致，请以黄色底色标出） 
环保产品： 

可生物降解及环保原材料 
 可生物降解之塑胶产品 

再生产品 
 可生物降解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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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纳米技术与材料 
 有机产品 
 循环再造纸品 
 循环再造塑胶产品 
 
政府部门 
 商会服务及政府机构 
 环境研究及顾问服务 
 环保教育及培训 
 环保信息媒体及刊物 
 绿色融资 
 
空气质素： 

空气过滤系统 
 空气污染及废气排放监控 
 空气净化及除臭技术与设备 
 脱硫及除尘技术与设备 
 气体、烟雾、化学品监控及处理设备 
 室内空气质素技术及系统 
 
绿色建筑及能源效益： 
 建筑及设计服务 
 建筑性能及建筑信息资讯模型 
 环保景观设计 
 环保建筑物料及装置 
 能源效益设备及产品 
 屋顶绿化系统及墙体绿化 
 噪音监控产品及服务 
    可再生能源资源 
 
绿色运输： 
 环保车辆 

环保汽车零配件 
 能源及充电设施 
 汽车电池及能源储存技术 
 汽车电池回收 
 
检测、分析及认证： 

环保电子监察、监测及管理 
 环保资讯及资料处理 
 化验所仪器及用品 
 品质检定顾问服务 
 品质检查及测试服务 
 
废物处理及循环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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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处理设备 
废物收集、分类及运输 

 堆填区防渗漏 
 废油回收技术及设备 
 有机废物处理 
 污泥处理 
 固体废物循环再造技术与设备 
 固体废物处理及焚化系统 
 废电器电子产品处理技术及回收设备 
 
水处理及水质管理： 
 海滩、海岸、海港及海洋保护 

污水处理及系统保养 
  废水回收技术及设备 

海水淡化 
  节水设备及产品 
  水务方案 
  水配送设备及产品 
  污水净化 
  水资源利用 
 

8. 贵司是否接受小批量生产：  □是    □否 

9. 贵司是否会在此展览会进行采购：  □是    □否 

10：贵司有多少员工出席此次展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