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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JEC 亚洲展

本次盛会云集
■ 原材料生产商
■ 纤维中间材料生产商
■ 制造或测试设备生产商
■ 软件供应商
■ 经销商、代理、代表
■ 复合技术和技术转让中心
■ 服务提供商
■ 投资商和分析师
■ 集群、网络、协会和官方机构
■ 学术和培训
■ 回收商
■ 复合材料生产商
■ OEM 和制造商
...还有 14 个相关领域的最终用户！

进驻全球独有的专门面向亚太市场
的国际复合材料平台
JEC集团举办的第10届亚洲复合材料专业展将聚集整个复合材料
价值链并将关注汽车、航空、可再生能源、建设和建筑、EEE、
体育休闲、运输等最终用户市场。

本集团简介
JEC集团的各项活动旨在促进所
有复合材料行业领域供应商和
最终用户之间的知识转让和交
流，并通过独特且高价值的网
络连通科学家、研究人员、设
计人员和产业人员。

欢迎加入汇集亚洲市场复合材料所有决策制定者的唯一盛会，为
韩国、东南和北亚创造商业机会。

JEC集团：通过六个主要专业领
域连通科学、技术和商业

为什么在首尔举办
全球首屈一指的复合材料
网络

韩国有完全整合的价值链
树脂与纤维材料主要生产商
稳定的制造链
世界一流的本地参与者
领先的本地参与者

250 000 名全球专业人士
40 个领域的活动

汽车和电子行业著名的最终用户公司

合作伙伴：

100 个国家
58 年的经验

2017 年 JEC 亚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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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三天的业务、互联和创新

为什么参展
向国际复合材料行业展示贵公
司的多样化与专业技能

航空

将贵公司定位为整个复合材料
社群的重要并具有影响力的合
作伙伴

基础设施和土
木工程

发展 您的业务，寻找新市场
国防、安全 和
弹道

可再生能源

医疗和 假体

展会 | 完全面向整个复合材料价值链。
会议 | 参加会议并了解复合材料市场最新的技术变化和创新。
JEC 创新奖 | 多年来有超过2 000 家公司参与并 受益。

铁路车辆和基
础设施

汽车和公路运输

B2B 会晤和顶级买家活动 | 安排与最终用户市场决策者单独会议，并提高您的投资回报率。
创业竞争奖 | 面向需要助力以提升到下一级别、寻找业务合作伙伴、投资以及融资和产业合作

建筑和建设

伙伴的创业公司。
汽车行业领导圈 | 公路运输业 OEM 和顶级供应商的顶级互动活动（仅限邀请）。
现场示范和创新展示角 | 展示关于行业创新能力的区域。

EEE

航海

技术海报 | 免费海报展，为学生、研究人员和公司提供机会展示复合材料相关主题的技术海报。
石油与天然气

复合材料参观 | 访问首尔地区精选行业领军企业。
招聘中心 | 公司可以发布其空缺职位。正在留意或正在寻找工作的观展人士均有机会投出简历。

体育休闲
和娱乐

行业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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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JEC 亚洲展 - 展位预定

· 宣传与报名套餐：EUR 450 | USD 495*
每家参展公司、联合参展单位、集体展位/主题展馆展位及在贵展位上参展的每家公司均需缴纳此基本费用。
其中包括：
• 2017 年 JEC 亚洲展移动应用程序注册费
· 私接展商平台，方便填写展示类别，预订胸
卡，邀请您的客户。
· B2B会晤服务
· 注册买家指南（印刷版与网络版)。
· 注册展商名单（巨幅挂图)。
· 注册展馆图（巨幅挂图）
· 注册观展商指南（展厅平面图 + 展商名单)。
· 访问在线展商指南。

· 经济展位

（最低 9 平方米）▪ EUR

·
·
·
·
·
·
·
·

展商胸卡（根据展位大小)。
可以申请您的 VIP 胸卡和无限的免费邀请。
1 份印刷版会刊。
可以参加创新评奖项目，在“创新角”
区域展示相关展品 (受评委会决定约束)。
出现在所有 JEC宣传方案 中。
可享用媒体服务。
媒体关系服务。
出入 VIP 俱乐部。

· 大厅监控。
· 每日展位清洁。
· 清扫垃圾。

450 | USD 495* 每平方米

设备：
安装和拆除。
展位配置：
· 分区/铝框架
地毯（灰或蓝）
· 1 个储藏室 + 1 挂衣架
· 3 个货架（直式或角式）
家具：
· 1 张桌子，3 把椅子
· 1 个文档架
· 1 个垃圾桶

（最低 18 平方米）

照明：
· 每 3 平方米 1 个 100瓦聚光灯
· 3 个大功率插座

▪ EUR 480 | USD 530* 每平方米

设备：
安装和拆除。
展位配置：
· 分区/铝框架
· 地毯（可选择颜色）
· 讨论区上方 1 个拱门
· 1 个存储室带 2 个货架
· 1 个挂衣架
· 1 个玻璃分区的办公区
超过 24 平方米
· 信息台
· 3 个货架（直式或角式）
照明：
· 每 3 平方米 1 个 100瓦
聚光灯 + 1个 300瓦泛光灯
· 3 个大功率插座

看板：
· 2 个展位分隔彩板
带公司名称
和展位编号
· 看板高塔
每侧有一个公司标志
家具和地板装饰：
· 1 张桌子，3 把椅子，1
只高凳
· 1 个文档架，1 个垃圾桶
· 1 个盆栽植物

非合约视图

· 舒适展位

看板：
· 每通道 1 个前置看板，带展位
编号和公司名称

2017 年 JEC 亚洲展 - 展位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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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制展位 （最小 21 平方米） ▪ 价格请垂询我们
(报价包含360€/平方米的场租费以及根本您的需求而定的设备价格)

利用定制装饰
提高贵公司形象。

· 光地 （最小 21 平方米） ▪ EUR 360 | USD 397* 每平方米

*截止至2016年10月的汇率
JEC 集团将开具欧元发票，但可接受美元或欧元的任
意支付方式，汇率以支票开具日的汇率为准。

· 广告宣传工具 - 除以下范例外还有更多广告欢迎垂询

销售
Christian Strassburger
销售总监
strassburger@jeccomposites.com

胸卡吊带
在展会入口派发这件专属于您的宣传工具。它将在3天时间里与展会参与者
形影不离。利用专用工具最大化您的曝光率。

访客和买家指南
该手册向所有与会人员、展商和记者发放，含有所有关键信息和展会
地图。

联系人

VIP 俱乐部
参加我们的执行官俱乐部 即可会见高级 VIP 观展商员和展商！

非合约视图

此选项仅包含
展位光地的使用。

Lin Zhu
国际销售经理
+33 (0)1 58 36 15 75
zhu@jeccomposites.com
JEC 亚洲办事处
Alec Soong
地区销售经理，JEC 亚洲
+ 65 6816 2654
soong@jeccomposites.com

JEC 亚洲展会官方纪念袋，在入口处由我们的礼仪小姐提供给各访客。
您的品牌将出现在展会上以及展会外，实现最佳且持久的曝光率。

营销
Laurianne Mercier
开发经理
mercier@jeccomposites.com

商标套餐

会议
Frédéric Reux
媒体总监
reux@jeccomposites.com

展会官方纪念袋

选择此套餐可获得 25% 的折扣，包括您在展馆图上的商标（巨幅挂图
+ 访客指南）和您的公司名称在展商名单上以粗体和红色显示（巨幅
挂图 + 访客指南）。

Cécile Lagoutte
会议经理
lagoutte@jeccomposites.com
te@jeccomposites.com
j
p
运营
Soizic Nah
Nahélou - Hess
展会技术经理技术经理
展会技术
技术经理
nahelou@jeccomposites.com
nahe
@jeccomposites.com
j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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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JEC 亚洲展

一般销售条件和规定
一般条件：展会组织的条款和条件，特别是
展会的开幕和闭幕日期、持续时间、地点和
费用是由组织方设定的，组织方有权进行更
改且不会产生任何退款。展商同意遵守并执
行展商指南中提供的指示。如果因未遵守规
定而造成任何后果，则展场租赁合同签署方
（展商）要对组织方负责。
获准参展：必须使用有效的表单将申请和预
付定金发送给组织方：定金为全额的 50%。
组织方收到申请后，申请展览空间的公司即
视为已审阅申请表上的展会规则和规定且必
须毫无保留地接受。如果申请人尚欠展会组
织方费用，或与展会组织方有纠纷，展会组
织方有权对该申请人的申请不予考虑。展商
提供的商品、产品或服务必须符合展会的分
类。仅由有权代表参展公司的个人签字且附
上组织方设定的定金的申请可获得申请审查
资格。即使支付了定金，定金的账单、和/或
其接收、申请人或其公司的参与资格仍要通
过审批决定。如果被拒绝，组织方将决定通
知申请人或其公司并退还所有定金。申请人
的参展申请一旦被接受后，展会组织方将给
申请人发出正式通知，或给申请人寄去发票
或标明展位位置和面积的展场地图。确认合
格后，在展会开始之前，展商必须遵守后续
的流程。
支付条款参与费用分两期支付。
1) 注册后，展商在申请时向组织方支付费用
计划中指定总金额的 50% 作为定金。如果
参展商没有在规定时间内支付预付款，其参
展申请将不能得到受理。如果由于申请的展
位已被租完而导致申请人没有租到合适的展
位，申请人不得以此为由进行投诉。定金金
额的支票将通过邮件发送给展商。
2) 发送给展商的参展费发票上的余额必须在
展会开始 8 周前支付，不包括预付或现金支
付折扣。
3) 如果展商在活动开始前 8 周内注册 – 即
2017 年 9 月 1 日后，则必须在申请时全额
支付费用。所有费用必须按时支付。
4) 否则可能产生滞纳金（€ 40.00罚金和法
定月利息：1.5%）。这些将在展商获得官方
通知后立即开始计算。

取消：签署参展申请即表示确定承诺。如果
展商希望退出，则其必须使用带回执的挂号
信通知组织方。
如果在 2017 年 4 月 28 日之前退出，补
偿费为向组织方支付的总费用的 30%。如果
在 2017 年 4 月 29 日和 2017 年 7 月
28 日之间退出，补偿费为向组织方支付的总
费用的 70%。如果在 2017 年 7 月 28 日
之后退出，取消费为向组织方支付的总费用
的 100%。这同样适用于展商在展会开幕前
一天晚上未占用其展位的情况。任何缩减展
位面积的情况将被视作对削减部分的取消，
展会组织方将按本租赁条款的规定对参展商
处以相应的罚金。
展位的分配：在最大可能范围内，组织方可
根据展商要求（展商被授予参展资格之后）
和参展产品的性质自由安排展位空间。组织
方保留在其认为合适的情况下更改展商租赁
空间大小和布局的权利。在任何情况下，展
商参加了之前的展会不表示该展商可获得某
个具体位置。组织方收到定金后会在合理的
时间内将展位空间的分配情况通知展商。如
果对分配至展商的展位空间有异议，必须在
寄出地图后十五天内以书面形式向组织方申
诉，否则不予受理。申诉必须有真实且严肃
的理由。组织方将尽量满足关于位置更换的
合理要求。超过十五天的时间限制后，即视
为展商已接受分配的位置。
分租/合展：除非得到展会组织方事先的书面
许可，否则，参展商不得将分配给他的展位
再分配或转租给其他人，特别是不得将此作
为赚取租赁费的手段。但是，在取得展会组
织方批准的条件下，参展商可以作为一个团
体联合参展。合展商或间接展商的参展需要
另外注册。合展商或间接展商是通过名单、
物件或刊物在其他公司展位展示的公司。
所有合展商，无论是间接展商还是主题展馆
成员，均视为已查阅并接受展会的规则和规
定。
保险： 所有展商都有保险的义务。

取消活动：如果无法利用所需的场地，或者
因火灾、战争、公害或任何其他自然灾害而
无法举行展会，组织方保留随时通过向展商
发送通知的方式取消展位的权利，且展商没
有抗议此类决定原因的权利。
支付产生的费用后，所有余下金额将按照支
付金额的比例在展商之间分摊；但是
双方明确达成协议，参展商无论如何不得向
展会组织方要求损害赔偿。
组织方责任：组织方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对参
展商可能蒙受的任何损失或损害负有责任（
包括对和平占有的干扰和任何商业损失）。
展商指南：
关于展商参与展会的所有详细
信息均在展商指南上，可在验证展位位置后
从网上下载。该指南向参展商提供用电、用
水、请柬、保险、安全程序、海关、展位的
布置等分类信息，并向参展商提供众多有用
的地址。
名录：向公众展示的所有社团、公司、品牌
名称和材料都必须按时申报并输入目录。对
于未按时申报和输入展览目录的所有协会、
公司、品牌名称或材料，组织方有权利拒
绝。展会组织者有权出版展会名录，或对出
版和销售展会名录的机构进行授权。展商需
自行负责为目录的编辑人员提供必要的信
息。展会组织者对遗漏、复制出错、误排或
任何可能出现的其他错误概不负责，并有权
在它认为合适的时候修改或合并某些项目。
摄影：展商特别免费授权组织方拍摄展商、
展商团队和展商展位上展览的产品并制成影
像、在法国和国外无限期在任何媒体上利用
这些图像（特别是广告）的权利。
不公平竞争：在整个活动期间，参展商不得
参与不公平竞争和/或误导参观者等有利于参
展商但有损于展会组织者利益的不良行为。
索赔/纠纷：任何索赔均必须 在活动结束后十
天内以带回执的挂号信的方式发送。如果发
生纠纷，仅法语文本有证明力且仅巴黎法院
有管辖权。

Please complete both pages of this contract, scan it and email it in PDF format to

Seoul November 1 2 3 2017

When we receive your contract we will send you your access codes to complete
your exhibitor’s file on the following link:
For all questions please call JEC Exhibitor’s Support at +33 (0)1 58 36 15 01

Company
Address
State

Zip Code

Town

Country

Phone Number +

Fax Number +

Email

Number of employees

Website

VAT Number

Main activity of your company (refer the number):
1) Raw Material producer 2)Producer of Manufacturing Equipment related to Raw Materials and Intermediates 3) Producer of Manufacturing Equipment related
to Composite Part Manufacturing 3.5) Producer of Testing Equipment 4) Producer of Consumables used with Manufacturing Equipment 5) Producer of fiber
based textile intermediates 6) Producer of fiber/resin based semi-finished intermediates 7) Producer of other semi finished intermediates 8)Software supplier
for Design and/or Manufacturing 9)Distributors, Agents, Representatives 10)Composite Parts Producers 11)Recycler of Composite Raw Materials, Intermediates
and Finished Parts 12) Composites Technical and Technology Transfer Centres 13)Service Providers - Composite Industry & General 14) Investors and Analysts
15)Clusters, Networks, Associations and Official Bodies 16)Academia & Training 17) Media: Press/Magazines/Web/Conference and Other media 18) OEM and
Other Composite End Users 19)Other Composites Industry Interested Parties

(Booth Coordinator)
First Name

Last Name

Job Title
Email
Phone Number (direct line) +

Fax Number +

Cell Phone +

Same address as the Company address indicated above.

The invoicing address is different, please indicate it here below:

Company
Address
State

Zip Code

Town

Country

Phone Number +

Fax Number

VAT Number

+

Exhibitor’s Contract Form(1)
1. Booth formulas at JEC Asia 2017

4. Choose your payment means

5% Early Bird Discount Rate
for bookings before March 8, 2017

Surface required =

Seoul November 1 2 3 2017

The balance is due 8 weeks before the event, September 1, 2017.
After reception of the 50% down payment you will receive your
booth location.
The Early Bird rate will only apply if JEC receives your down
payment before March 8, 2017. It will appear on the final invoice.

sqm

Equipment Formula:
Floor Space Only > 21 sqm

€ 360 /sqm

Economic Booth > 9 sqm

€ 450 /sqm

Comfort Booth > 15 sqm

€ 480 /sqm

Custom-made Booth > 21 sqm

€ 360+ (*) /sqm

Payment by Credit Card to JEC:
Visa

Mastercard

(*) Equipment on quotation

Holder’s Name
Card Number

Total Cost for Equipment:
Total =

rate= €

sqm x

**

** The

VAT rate will be applicable at the billing date to the French
exhibitors only according to the article 259-1° of the Tax Code.

No additional cost for corners.

Communication and Registration Package: (mandatory)
€450 x
Company(ies) = €
Total Cost:
+

=€

Expiration Date

/

3 Last Digits

Payment by Bank Transfer to JEC:
Beneficiary Name:

Journals and Exhibitions JEC

Beneficiary Address:

251 Boulevard Pereire
75017 Paris, France

Bank Name:

Banque Palatine

Bank Address:

Succursale Matignon
12 Avenue Matignon
75008 Paris, France

Bank Account: 40978 / 00022 / 0357315V001 / 72

2. Your booth location
Please specify the names of the companies you would like
to be located next to:

Please specify the names of the companies you would not like
to be located next to:

BIC: BSPFFRPPXXX
IBAN: FR63 / 4097 / 8000 / 2203 / 5731 / 5V00 / 172
We have read the rental conditions (refer to page 6) and agree.
We agree to pay JEC 50% of the total amount upon registration.

Name:
Date:
Authorized Signature and Company Stamp:

3. Total of your order & Down payment
TOTAL AMOUNT =

€

DOWN PAYMENT =

€

(50% of Total Amount)
(1) JEC Group will send an invoice in Euro currency but accepts any
payments in U.S. dollars or Euro using the rate exchange on the date of
invoicing.

The person executing this agreement has read and agrees, on behalf of the individual
or entity for which it is exectuted, to be bound by the General Sales Conditions and
Regulations of the contract, incorporated herein by reference, further warrants that
he or she has authority to execute this agreement by electronic signature and full
authority to act for the individual or entity entering into this agreement.

Tel : +33(0)1 58 36 15 01
exhibitors@jeccomposites.com
251 Boulevard Pereire - 75017 Paris, Fra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