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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顺德区家电商会 
顺德家电【2016】004 号，本通知共 6 页 

 

关于组织企业参加“2016（泰国）中国品牌商品展”的通知 

 

各会员企业及参展企业： 

东盟是“一带一路”沿线重点经贸合作国家和地区。泰国是东盟自由区的发起国，也是“一

带一路”上的重要节点。中泰高铁协议的签署，将进一步深化双边经济合作。 

为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合作，强化“顺德智造”的品牌影响力，顺

德家电商会将组织企业参加“2016（泰国）中国品牌商品展”，宣扬和展示我区优质产品，提升

顺德产品的影响力。 

展会具体情况如下： 

一、活动时间及地点 

时间： 2016年 9月 22-24日 

地点：泰国曼谷 IMPACT 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单位： 

商务部外贸发展事务局、广东进出口商会、广州世展米兰展览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 

顺德家电商会  广州市长艺展览有限公司 

二、参展范围 

消费类电子产品、家具家居产品、照明和灯饰产品、建材五金产品、礼品等。 

三、参展费用 

1.标准展位：人民币 RMB21800/个（ 9 平方米）； 

2.展品去程运费：RMB2300/立方米（不足一立方按一立方计算，产品关税按实际发生额收取）； 

3.参展费用:RMB6050 元/人（展期六天，含国际机票、酒店住宿、餐饮、交通费用及签证

费用；不含自费项目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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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费用详细表 

费   用   项   目 单  位 
收费标准 

（人民币：元） 
备 注 

一、标准摊位费（最少租用 9平方米） 

三面围板、楣板、地毯、1桌 2椅、3盏射灯、1个 220V

的单相插座、1个垃圾桶 

每个摊 

3m X 3m 
21,800.00 

凡符合申请条件的参展企

业，可依照相关政策申请各级

专项资金扶持。组委会将协助

企业进行补贴申请。 
二、净地（最少租用 18平方米） 

   每平方米 2,000.00 

三、展品运输费用 

1.1. 展品去程运费：从展品指定集货点(广州仓库)至展

台的海陆运费、报关、清关等（不足 1立方米按 1立

方米计算）。 

每立方米 2,300.00 

详情请参见《运输指南》。 

1.2. 展品去程运费：从展品指定集货点(上海仓库)至展

台的海陆运费、报关、清关等（不足 1 立方米按 1立方

米计算）。 

每立方米 2,500.00 

详情请参见《运输指南》。 

2.关税 

  按照展品的类别，参照海关关税先预收部分关税，若

展品回运，则在货运回运后退回。 

 

 据实结算 

 

3.展品回运费、结关费用（不回运免交） 

  回运企业先按去程运费预收，据实结算，多退少补。 
每立方米 据实结算 

回程运费不足 2.5立方米按按

2.5立方米计算。 

四、人员费（自理免交） 

1.全程随团 

(泰国曼谷参展+展后考察 共 8天) 每人 7，980.00 

1．所有行程已含全程国际机

票、星级酒店住宿、餐饮、交

通费用；不含自费项目费用。 

2.不参团企业如需代办签证，

签证费用为 300元/人。 

2.展期随团 

（泰国曼谷参展后回国 共 6天） 

每人 5，800.00 

 

3.签证费用 每人 250 

 

备注：1、如遇航空、海运等市场行情起伏较大时，我们保留对此费用表中部分价格调整的权利； 

      2、为免金额发生错误，展览前所付各费用一般不提前开发票，展后统一开具； 

      3、住宿一律两人一间，如需安排单间，需提前告知，并须额外缴纳单间差费用。 

 

四、扶持政策 

一、以下适用广东省以外企业以及深圳市企业： 

1、凡符合条件的参展企业，可以申请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项目资助参展，请按照相关规定

办理注册，详情请登录： http://smeimdf.mofcom.gov.cn/news/view.jsp?id=256190 

2、各省市资金支持：具体情况请留意相关政策或者向当地有关管理机构咨询了解。 

 

http://smeimdf.mofcom.gov.cn/news/view.jsp?id=256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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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下适用广东省（深圳除外）企业： 

1、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展位费的 50%-70%。 

2、广东省国际市场开拓资金 

 

支持内容 
支持方法 

首摊位 第 2个 

展位费 1.5万/个 1.5万/个 

备注：广东省（深圳除外）符合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支持条件的企业可申请广东省国际市场开

拓资金。 

 

请各企业注意： 

1.以上补贴内容为 2015 年资金扶持内容 

2.参展企业拥有进出口经营权。 

3.参展企业上年度出口额在 4500万美元以下。 

4.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最终补贴金额以政府最后审批结果为准。 

 

凡符合申请条件的参展企业，可依照相关政策申请各级专项资金扶持：“ 国家中小企业资

金” 补贴最高额度为最高 17000 元/展位，第二个展位最高 10000 元； “广东省专项资金扶

持资金”扶持额度为最高首个及第二个展位皆为 15000 万元。 

今年预计参展企业补贴金额为 30000元以上，最终数额以政府有关部门审批结果为准；补

贴一般在展会后 10个月内可汇到参展企业帐户上。 

五、本届展会亮点 

 优质高效的商务配对活动 

商务配对服务致力于在展前率先为参展企业找到对口意向买家，以促进展会现场更高效更精准的商务洽

谈。在往届展会中，商务配对活动均取得了较高成效，获得了展商的一致好评。2016年，组委会将延续往届

的优秀经验，按照行业类别统计分类，通过 Enewsletter、DM、电子商务平台等多种渠道将消息发送至潜在

买家手中，并通过专业行业协会推荐至其会员企业。在此过程中，组委会将通过电话和传真对重点买家进行

一对一的跟踪，邀请买家登记其意向洽谈的参展企业，并预约展会现场洽谈时间。 

 打造各省市协会的专场推介会 

组委会拟于展会现场举办各代表省市的专场推介会，并组织泰国当地商协会代表以及贸易商参加，届时

将由省市协会相关代表领导推介相关产业优势以及投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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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定全新的东盟买家奖励计划 

组委会将制定全新的国际买家奖励计划，为预登记的前 100名东盟买家（泰国除外）提供一晚免费酒店

住宿。本奖励计划将进一步扩大展会在泰国乃至东盟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将吸引更多元的国际买家到场参观。 

 研讨会 

组委会将结合展会当年的热门政策及话题，邀请泰国当地政府机构或相关行业的代表性人物到场作为演

讲嘉宾，筹办在展会期间不间断的研讨会活动，吸引更多的高质素专业买家到现场采购洽谈。 

 推行完善的展会宣传计划 

电子邮件：筛选重点行业买家信息，定期向其发送展会宣传资料并随时更新展商名录和展品信息。 

传真及电话：向泰国以及其他东盟地区的潜在参观商传真展会参观邀请函，并定期电话跟踪以确保他们

参与展会并用于市场调查。 

电视：在展会开展前期进行电视广告的播放，及时提醒观众开展日期以及地点，吸引其前往参观采购。 

电台：借助有影响力的电台，并遵循当地的收听习惯，制作相关广告、录播访谈节目和新闻采访内容。 

报纸及杂志：在 The Nation, Bangkok Post, ASEAN Commerce, XinSianYiPao(泰国当地华文报纸)， 

SaKon(泰国当地华文报纸)，Home & Décor, Living ETC, Kwanruen, High Performance Motorcycle, Auto Bild, 

ASEAN Commerce等报纸杂志上投放平面广告，持续宣传展会。 

户外广告：在曼谷重点十字路口投放 LED电子广告牌。 

直邮：印制宣传彩页，直接寄送给重点买家，邀请其前来观展。 

行业协会推广：与相关商协会联合，利用其会员资源宣传展览，并组团前来洽谈采购。 

路演：筛选泰国重要商圈，通过路演定期派发展会宣传彩页，扩大展览会的知名度。 

六、泰国市场简介 

2012年，中国与东盟贸易额超过 4000亿美元，2013年前 8个月，双边贸易额已达 2843亿美元，同比增

长 12.5%。目前，中国是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则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 

2010 年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全面建成及 2015 年东盟经济共同体的建成预期，为中资企业在泰国的经营

与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与动力。如今，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的呼之欲出，双方合作有望迎来全新的

“钻石十年”，据中国驻东盟大使杨秀萍介绍，未来双方将致力于提升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力争

2020年双边贸易额达到 1万亿美元，今后 8年新增双向投资 1500亿美元。 

作为“一带一路”沿线重点经贸合作国家和地区。泰国同时也是东盟自由区的发起国，是“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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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重要节点。中泰高铁协议的签署，将进一步深化双边经济合作，中泰两方的交流在可见的未来将达到顶

峰，双方的贸易往来也必将大幅攀升。 

泰国以其优越的海洋地理位置，成为“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路）的重要战略支点国家。近年来，

中泰之间的双边关系不断增强，双方建立了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贸易、农业、铁路、粮食以及防汛抗

旱等方面也展开了全方位的合作，中泰两国更计划在 2015年将双边贸易额扩大至 1000亿美元，中泰之间签

署的高铁协议，将进一步深化中泰之间的经济合作。 

从贸易方面而言，2002 年 11 月 4 日《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签署，标志着中国—东盟

自贸区建设正式启动。根据协议，至 2010年 1月 1日，中国对东盟 93%的产品贸易关税开始降为零；至 2015

年 1月 1日，越、老、柬、缅四大东盟成员国与中国的绝大多数贸易产品实现零关税。作为东盟自由贸易区

的发起国，泰国有义务与中国开展良好经济合作，并为早日全面建成中国—东盟自贸区努力。在此背景下，

未来将有一些高级商品贸易物流中心建成，如广曼世界批发分销中心、广曼世界购物中心、广曼世界会展中

心等，进而促进中泰及世界贸易增长。 

七、报名 

东盟是我区的重要贸易伙伴，双方贸易互补性强。请有意开拓泰国及东盟国家市场的企业

把握机遇、积极参加本次展会、拓宽贸易渠道。有意参展企业请于 5 月 20 日前填妥报名表格，

反馈至我会。 

 

顺德家电商会联系信息： 

联系人：曾楚婷  赖晓明 

电话：0757-22306810  0757-22381839 

手机：18928602399（可加微信）  

传真：0757-22219910   

E-mail: 276947786@qq.com（可加 QQ） 

 

                                  

二〇一六年三月八日 

佛山市顺德区家电商会 

 

mailto:276947786@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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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申请表（合同书） 

展览会名称 
2016（泰国）中国品牌商品展 

China Products(Bangkok,Thailand)Show 2016 

申请光地       （平方米） 

申请标摊 （个） 

展出日期 
2016 年 9 月

22-24日 
地点 

泰国曼谷 IMPACT 国际会

展中心 
展位费 

               元 

21800元/标准展位 

2000元/平方米光地 

申请单位名称（任务

通知书发放依据） 

中文  

英文  

参展人数  行程选择 
1.展期随团 □  人数：      

2.全程随团 □  人数：      

申请单位地址 
中文  

英文  

产品内容（大类） 
中文  

申请单位盖章  

英文  

展品内容 （具体） 
中文  

英文  

是否参加货运 是 □    否 □ 

联系人  电话  

邮  编  传真  

E-mail  

主页  

佛山市顺德区家电商会 

地址：佛山市顺德区大良中区马地街 2号新基商厦四层 D13B室 

电话：0757-22306810 

传真：0757-22219910 

联系人：曾小姐 

* 参展费用和汇款账号以组委会发放的收费通知书为准。 

组委会 

确认盖章 
 

说明:  

1.本申请表（合同书）一式二份, 经双方盖章确认后即开始具有法律效力。 

2.本申请表一经确认，请于 15天内将展位费以人民币一次汇入组展单位指定的银行帐户，逾期组委会有权不予

以保留预订展位。 

3. 参展单位申请经我方盖章确认后不得退展，否则参展单位要承担所发生的一切费用，主办方将扣除 10%的展

位费作为手续费。 

4. 若主办方因故取消办展，只退回报名企业所交的参展费用，不承担其他任何责任。 

5.主办方收到全额展位费后，将为参展单位开具参展发票。 

6.凡实际出运展品或实际展品价值与贵单位申报不符造成的损失由参展单位负担。 

7.遇人力不可抗拒，如战争、罢工、自然灾害等，给参展单位带来的损失由双方协商解决。 

8.费用详见“参展费用表”。 

※请有意向企业填写参展申请表后，传真至 0757-22219910（顺德家电商会 曾小姐收）或电邮

至 276947786@qq.com，十分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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