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公司資料		(請打字或小心填寫，合約上的資料將作展覽會會刊內容和展位招牌板製作之用。參展商名稱在參展資格確認以後	
不能再作更改。另為方便安排完稅發票，參展商名稱須與下面蓋章的名稱相同。）*參展商不得擅自將展位分租予其他公司。	
（請參閱條款、條例及規則之第四項）	

	 公司/參展商名稱	(中文	)	

公司/參展商名稱	(英文	)	

聯絡人	(先生/女士)	姓氏	 名字	 職銜

地址	(中文	)	

郵編

地址	(英文	)	

郵編

電話	 傳真

電郵地址	 網址	

展品種類

業務性質：❏ 生產商							❏ 出口商							❏ 批發/代理商	 	❏ 零售商
展示產品：請只選擇其中一個產品類別（此類別必須佔總展示產品的六成或以上）
　　　　　❏ 珠寶首飾				❏ 鑽石及鑽石首飾				❏ 珍珠及珍珠首飾				❏ 貴重寶石				❏ 半寶石				❏ 純銀首飾				❏ 儀器/陳列/包裝用品				❏ 手錶
　　　　　❏ 其他	

2.	展位面積
請預留	 	平方米	 請註明特別要求(如角位或優越區域)

❏ 就上述展覽會（“展覽會”）而言，標準展位每平方米人民幣1,710元（最少9平方米）, 包括圍板、地毯、公司楣板、一張洽談桌、兩個低陳列儲物櫃、
三張座椅、三支長臂射燈、一個500瓦插座及一個廢紙簍。

基於安全理由，所有標準展位的追加展位設施須由展覽指定的承建商統一提供，參展商不允許自帶展位設施	
包括鋁合金展櫃、陳列櫃及儲物櫃等進入展覽場地。如有任何爭議，主辦單位保留最終決定權。

	 ❏ 就上述展覽會（“展覽會”）而言，展覽光地每平方米人民幣1,540元（最少36平方米）﹡

* 角位附加費：兩面開口為5%，三面開口為7.5%，四面開口（獨立展位）為10%；優越區域附加費為10%；
雙層展位之上層面積以展覽光地價錢計算。

總參展費用：人民幣	 	元。

3.	會刊推廣彩頁
❏ 	封底整版 人民幣	16,000元	 ❏ 封底內頁	 人民幣	10,000元	 ❏ 封二整版	 人民幣	10,000元	
❏ 	封三整版 人民幣	10,000元	 ❏ 內頁整版	 人民幣		5,000元	 ❏ 其他指定版位，請註明	 	另行報價
❏ 其他： 	費用	 元人民幣

本公司欲刊登會刊推廣彩頁	 	頁，費用為人民幣	 	元，位置 。
參展商如同時預訂展位和推廣彩頁，可享受20%的彩頁折扣。此折扣不適用於特定及指定版位。

4.	付款日期	(請清楚註明“深圳國際黃金珠寶玉石展覽會”)
此表格須連同不可退還的百分之五十參展/推廣彩頁費用作訂金。餘下百分之五十

不可退還的費用須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十五日	或之前繳付。帳戶資料如下：
賬	戶	名	 ：博聞（廣州）展覽有限公司
銀行名稱	：招商銀行廣州越秀支行
賬							號	：120909805710401
SWIFT Code：CMBCCNBS131

請在匯款後把匯款憑單傳真至：86-20-86677120以便查收。

本公司	(a)	同意遵守此申請表背面附列之條款、規則和條例；
(b)	承諾應主辦單位的要求提交參展商的營業證明；
(c)	同意自行為展品購買並持有有效及充分的保險；
(d)	証實所提供之全部資料屬實無訛；
(e)	同意主辦單位對背頁所規定之任何雜費或其他付款，概不負責；及
(f)	同意按背頁所載之規定賠償主辦單位。

本人同意為參加展覽會提供的個人資料將可能被輸入博聞公司的數據庫，由主辦單位使用，	
或轉交第三方作推廣之用。如需查詢或更改資料，可聯絡展覽諮詢服務經理。
主辦單位將酌情收取有關查閱的費用。

展覽空間及刊登會刊推廣彩頁申請合約 (中文譯本只供參考之用，所有內容均以英文為準。)

公司蓋章及簽署： 日期：

請 附 上 公 司 名 片

請 將 貴 公 司 之 商 業 登 記 證 
副 本 連 同 已 經 簽 署 之 背 面 條
款 及 細 則 一 併 交 回 主 辦 單 
位 。 否 則 申 請 將 不 獲 處 理 。

此欄由內部填寫							 	 	 	 	 SZJ20	

展位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展位面積：	_________________ 展位開口：	________________代表：_________________客戶類別：❏ 交換形式			❏ 展團

深 圳 國 際 黃 金 珠 寶 玉 石 展 覽 會
S H E N Z H E N 深 圳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四至十七日

UBM Asia Group Limited  亞洲博聞集團有限公司
UBM China (Guangzhou) Co Ltd 博聞（廣州）展覽有限公司

Rm 1159, China Hotel Office Tower, Liu Hua Road, Guangzhou 510015, China 
Tel：86-20-86660158  Fax：86-20-86677120

中國廣州市流花路中國大酒店商業大廈1159室　郵編510015	
電話：86-20-86660158		傳真：86-20-86677120

請填妥表格並交回主辦/承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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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款 及 細 則

標 準 條 例 及 規 則 （此乃中文參考版本，內容以英文為準）

本公司接受以上條款。

公司名稱：	 攤位號碼：

聯絡人：先生/女士	 公司蓋章及簽署：

SZJ20       日期

1.	權責範圍
下列的定义适用于该等条款及细则：

“申请表”指背页的申请表。

“合约”指参展商根据该等条款及细则及申请表于主办单位接受参展商参与展览的要求时与

主办单位订立的合约。

“展览”指在申请表上注明的展览。

“展览中心”指在申请表上注明的中心或主办单位可按第4条选择的其他地点。

“展览中心营运者”指当时的展览中心拥有人/所有人/营运人/经理。

“展览空间”指主办单位按该等条款及细则授权准许参展商用作展览的任何空间，包括框架

(竖立摊位)空间及非框架(原位)空间。

“展览正式目录”指由主办单位或其关联公司出版的展览的正式目录。

“参展商”指在申请表内注明的人士以及该人士的所有雇员和代理，也包括经获参展商允许
的获再授权准许入场者。

“参展商手册”指主办单位发给参展商的、内容包括有关(经不时修改的)展览及展览空间的

资料及其他事宜的手册。

“费用”指使用(在申请表内列明的)展览空间应支付的款项。

“主办单位”指负责主办或管理展览并在申请表上被注明其名称的一位或多位人士。

“代表”指参展商的雇员、仆役、代理、承包商、分包商及所有其他代表。

“条例及规则”指由展览中心营运者订立的当时适用于在展览中心的参展商及其他人士的条

例及规则。

2.	條例及規則與參展商手冊
参展商须(及须促致其代表)应遵守条例及规则，副本可向主办单位索取。

参展商须(及须促致其代表)遵从及遵守参展商手册。

3.	申請參展
所有参展申请均须以申请表进行，申请表须连同付款附表注明的展览空间租金中的不予退还/不
能转让订金呈交给主办单位批核。主办单位保留权利接纳或拒绝任何申请，并不需要给予任何
理由。若主办单位接纳以申请表以外的方式进行的申请，该项接纳仍受制于该等条款及细则，
而参展商亦须在主办单位要求时填妥及呈交申请表。

参展商须与主办单位合作，向他们提供他们需要而有关的任何合理资料。任何参展商若取消或
减少预留的展览空间，将不获退款。除非并直至获分配摊位地点，否则缴交款项并不代表申请
成功。

4.	 授權准許使用及分配展覽空間

5.	 展品
任何展品均不得在没有正式运送单据或通行文件下被搬运进入或离开展览中心。参展商须自费
和自行安排运输展品进入及离开展览中心 (包括但不限于安排所需的清关手续，以及监管机构
的批准和许可)、储存展品及包装物料。展示任何操作式的或流动式的展品均须事先得到主办单
位的书面许可。参展商须采取如提供护卫或其他保护方法等预防措施，以保护公众免受该等操
作或移动式的展品伤害。操作或移动式的展品只可由参展商授权人士展示或操控，不得于该等
人士不在场下启动。
所有展品及摊位的装备必须在展览空间之内。参展商不得在展览空间内存放或准许在展览空间
内存放任何危险物品(具有举行展览会所在地的适用法例和规定所界定的含义)。
广告刊物只应从参展商本身的摊位分发。 在分配的摊位范围以外，参展商及/或其员工不可进
行任何业务活动。不可在展览大堂的其他地方进行广告或推销。
主办单位保留权利可移走任何不是由参展商或其关联公司提供的或没有在申请表上列明的展品
或宣传物品、或参展商没有获得所需的清关、监管机构的批准或牌照的任何展品，费用及风险
由参展商承担。如果任何主办单位发现参展商有任何违反适用法律或法规（包括但不限于任何
与产品质量、海关、进出口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行为，其可以向有关部门举报前述行为并协助
该等部门执行相关法律法规。参展商应全额赔偿主办单位因参展商的前述违法或违规行为或与
之有关而使主办单位承受的任何损失、成本、费用以及责任。
参展商不得在展览上展出假冒货品或侵犯任何第三方的知识产权权利的任何货品(合称“侵权货
品”)或当地法律或规例所禁止或限制的任何货品(合称“违禁货品”) 或任何货品在其制作或生
产中未能遵守CITES公约(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of Wild 
Life Flora and Fauna) 或任何其他国际标准、规则及法例有关人道屠宰受保护的濒危物种，包
括但不限于World Conservation Union (“ICUN”)所发出的标准(“不道德货品”)。主办单位在
不被追索的情况下有权移除被任何中国有关法院或监管机构认定为侵权货品或违禁货品或不道
德货品的任何货品和相关材料，并且取消该参展商的参展权及/或关闭该展览摊位，而参展商无
权对主办单位作出任何经济上或其他的索赔。
参展商同意在被要求时，就从其不论如何引起的侵权货品或违禁货品或不道德货品或由此而产
生对主办单位作出的或代表主办单位作出的任何种类的一切申索、责任、损失、诉讼、程序、
赔款、判决、支出、费用(包括法律费用)及任何收费，向主办单位作出弥偿，以令他们免受损
害。
在主办单位指明的展览结束后的时间或本合约提早结束时，须从展览空间移除和清理所有展
品，把状况跟起初准许参展商使用时同样完好及洁凈的空置展览空间的管有权交还给主办单
位。
在主办单位指定移走所有物品的最后日期之后，任何遗留下来的财物视为遗弃物论，主办单位
可将之出售或以其他方式处置，费用由参展商负责。展览结束前不得把任何物品搬离展览。

6.	 付款條款
于合约上注明的一项(以上)的日期或以前缴付所有费用为参展商参与展览的要素。
如果本合同项下应支付的款项（不论是费用或其他款项）没有如期支付给主办单位，则主办单
位，不论在判决之前或之后，有权对前述款项从付款到期日起征收利息，为中国汇丰银行不时
提供的基本借贷利率加年利率百分之四及复季度利息每日累积来计算。
如果任何欧盟成员国退出经济暨货币联盟，但欧元仍然存在作为其他欧盟成员国的法定货币，
那么在此协议上所有引用之欧元及本协议项下的所有欧元义务，将继续以欧元计价（即使是一
个或多个债务人于该退出之欧盟成员国注册或履行任何义务）。如果欧元以任何理由不再存在
作为法定货币，主办单位将有全权(在法律允许之范围内)更换用于就本协议所有有关的目的之
货币，而主办单位将以合理可行的情况下尽快通知参展商有关之变更。

7.	 在展覽中心的操守

展览空间只以非专属的方式授权准许参展商(与主办单位及其他经主办单位授权者共同)使用。
在未经主办单位事先书面同意下，参展商不得再授权准许其他人士使用其获分配的展览空间的
全部或其任何部份、或以其他方式放弃或与其他人士共享展览空间的全部或其任何部份的管有
权。参展商须确保任何该等经授权而获再授权准许入场者遵从及遵守本合约及参展商手册，并
须对该等经授权而获再授权准许入场者的失责行为负责及按第12条向主办单位作出弥偿。一旦
发生未经授权的摊位全部或部分分租情况，主办单位保留权利取消参展商的授权准许使用及参
与资格，并且参展商将不会得到任何退款。
任何参展商如希望在其展览摊位使用有别于在其申请表格上所注明的公司名称，必须在展览开
始至少三个月前将此项变更的通知连同以下文件呈交主办单位：(i)经工商行政管理局或其他类
似的有权机关出具的公司更名文件，以证明只是参展商的名称已经被更改；或 (ii)显示新的公
司名称乃属参展商的全资附属公司的其他文件。
主办单位可按其认为合适的方法分配展览空间，并可考虑参展商递交申请表的先后次序和参展
商的业务性质等因素。
主办单位保留权利全权更改展览地点或会场、展览开放时段、展览期间或期限、把举行展览的
其中一日或以上的日期更改,只要修改後的日期为申请表内开列的日期6个月内便可、更改分配
给参展商的展览空间、改变在申请表上申请的展览空间的大小尺寸、更改或关闭入口及出口及
进入会场、展览及/或展览空间的通道，以及对展览空间作出任何种类的改变。
万一主办单位更改举行展览的地点或会场，或其中一日或以上的日期，主办单位将在可行的情
况下尽早给予参展商该项更改的通知书。
所有框架摊位均根据标准模式竖立，不得更改标准招牌及字体格式。除非已接获主办单位的书
面允许，否则展品及展示物均不应超逾摊位墙壁的高度。参展商最好提交设计计划书予主办单
位批核。
获得分配框架摊位的参展商会按参展商手册内的附表获安排摊位服务。根据条例及规则，原位
空间的平面图样、绘图及设计计划书必须递交以作批核。该等一式三份的图样须于主办单位在
参展商手册内注明的日期前递交给主办单位批核。
主办单位保留权利随时下令更改或移除不符合已批核的规格或不遵守条例及规则的摊位。该等
更改或移除的全部费用须由参展商承担，参展商已缴付作租金及收费的任何款项概不退还。如
任何上述更改或移除没有在主办单位所规定的时间内作出，则主办单位可执行该等更改或移
除，风险及费用由参展商承担，而参展商应在被要求时向主办单位付还其就此所产生的一切费
用及开支。

在展览期间及在参展商、其任何代表或展品因展览而在展览中心时，参展商须对其代表的良好
操守负责，而其代表亦须在各方面受到条款及细则的限制及遵守条款及细则。
展览时间详情已开列于参展商手册或由主办单位以其他书面形式通知。参展商在展览期间应确
保：（a）该展位有由参展商授权的人员和/或代表提供适当的工作人员负责；（b）所有展品能
运作和/或展示（视情况而定）；及（c）参展商是有准备并能够进行业务。
参展商应提供给主办单位对有并展品的安装、操作和拆除的最少一名负责人名称，并应确保主
办单位在展览开放时间的任何时候和合理地在展览期间的其他时候能够与该负责人联络。
参展商应负责并承担责任为其展览使用的任何展品或其他材料取得适当的同意和所有知识产权
的许可使用权。
参展商及其代表不得做出、或容许做出主办单位合理地认为会对任何人或东西或其健康或安全
造成或很可能造成骚扰、滋扰、烦恼、不便、破坏、损害、危险或风险的、或不符合展览的一
般标准或违反或可能违反条款及细则或条例及规则的任何事情。
参展商(并须促致其代表)行事时须避免令主办单位违反它按其持有展览中心或其有关部分的授
权准许使用文件(经不时修订的)。

如果主办单位有理由相信在展览展示的任何展品(不论有没有在申请表上指定)，违反本合同的
任何条款或因其他原因潜在违法、有害、不尊重和/或可能对任何人造成滋扰，主办单位保留
权利在全权酌情决定于任何时间要求参展商移除(或自行移除)该展品。

现明文禁止参展商或其代表在未有主办单位事先的书面同意下以任何形式纪录其他参展商的
摊位或展品的影像(“影像”)。该项禁止包括但并不限于任何形式的拍照、摄录或数码摄录
及/或绘画或素描或其他实际纪录。参展商及其代表同意在被要求时向主办单位交出以任何媒
体违反此条例纪录影像的任何物料，包括但不限于胶卷、录像带、素描簿、电话摄影机及数

码储存仪器。
若参展商或其代表违反以上条例纪录任何影像，该影像的版权及其他知识产权或其他权利(为
释疑虑，包括声音纪录及广播中的权利)(“知识产权”)，不论现在的或未来产生的，均在生
产或纪录影像时立即无条件地归于主办单位所有。参展商承诺(并须促致其代表)签署主办单位
要求的一切文据、文件或采取一切行动，以便知识产权归于主办单位所有，包括但不限于交
付任何媒体中的影像或复制本。若违反以上要求, 参展商不能撤回地授权主办单位所授权的任
何雇员以其名稱及其代表及其法定代理人去采取行动。
参展商同意在被要求时，就从其不论如何引起的违反参展商责任而纪录任何影像或侵犯第三
方的知识产权所产生并对主办单位作出的或代表主办单位作出的任何种类的一切申索、责
任、损失、诉讼、程序、赔款、判决、支出、费用(包括法律费用)及任何收费，向主办单位作
出弥偿，以令他们免受损害。
参展商确认和同意，主办单位、其员工及承包商可以对展会进行拍照/摄像，并可包括出席展

览之参展商、其代表及其展品的肖像。参展商在此同意免费授予主办单位及其分支机构于全
球就该影像之许可使用权(及授与他人使用之再许可权)，该授予之权利是无限制的、永久的、
全球性的、免版税和可转让的。参展商确认，主办单位是该影像所有权利的唯一拥有者，并
特此放弃（a）就该影像之任何及所有权利，及（b）就该影像或使用该影像所产生和与之相

关之任何及所有索偿的主张。
除非获得有关参展商的邀请而如是地行事，现明文禁止参展商或其任何代表参观或企图参观
其他参展商的展览空间。
参展商及其代表在展览中心内必须一直配戴主办单位指定的识别章。十八岁以下人士不得看
管摊位，也不得在展览期间和迁入期间进入展览场馆。
参展商不可更改或以任何方法影响展览中心的结构或固定物。参展商须按要求向主办单位支
付修复它及/或他的代表对展览中心或其设备造成的任何损坏的费用。
如主办单位本身认为某参展商的任何代表的行为违反了该等条款及细则或展览中心或当地的
法例和规定的的任何条款及细则，主办单位保留权利拒绝参展商及/或其代表入场或要求参展
商及/或该代表离开。主办单位在此方面的意见为最终的意见。
主办单位和任何其他由主办单位授权或任何对展览场地有权益的人士，不须另行通知，可在
展览前、展览期间及展览后的所有合理时间，有权访问参展商的展位。

8.	 其他義務
参展商同意遵从及遵守参展商手册中开列的要求。
各主办单位与参展商向对方承诺当尽一切合理努力确保以书面或口头或任何其他形式收到
的、任何性质的、有关对方的所有资料(属公众领域内者除外)均作机密处理及不得使用或向任
何第三者披露，与按本合约参与主办单位的展览有关或法律或任何有权处理的法院或展览中
心营运人要求者除外。
尽管有上述规定，参展商同意，主办单位可根据第14条使用参展商就参与或拟参与展览而提
供的个人资料。 
品牌使用：
参展商除受制于遵守本协议的条款和参展商手册中开列或以其他书面形式通知的任何品牌指
引外，主办单位在此授予参展商，自订立合同日起至展览结束日的期间，就使用由主办单位
提供给参展商的其品牌(“主办单位品牌”)于全球之许可使用权。该授予之权利是非专属、不
可转让的、免版税的、可撤销的。主办单位品牌仅严格用于合理的推广、市场营销和宣传其
参与展览为目的。
主办单位除受制于遵守本协议的条款外，参展商在此授予主办单位，就使用由参展商提供给
主办单位的其品牌(“参展商品牌”)于全球之许可使用权。该授予之权利是非专属、不可转让
的、免版税的、可撤销的。参展商品牌仅严格用于推广、市场营销、宣传展览和参展商的参
与为目的。
参展商身份：
参展商保证其及/或其代表（包括，为免疑意，主办单位及其代表书面批准的摊分者）不存在
以下情况：（i）在以下国家设立，或由在以下受禁止国家设立的实体或由以下受禁止国家通
常居民，拥有或控制（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古巴、伊朗、朝鲜、苏丹和叙利亚；以及
（ii）在美国，欧盟，英国及/或联合国颁布的任何制裁清单上出现或由该清单上受制裁实体所
拥有或控制。

9.	 保險
参展商同意遵從及遵守参展商手册中开列有关保险的要求。在参展商拟进入展览中心前及在
任何展览期间，参展商或其任何代表或其展品位于展览中心内时，参展商必须存有令主办单
位满意并有关它或其代表、其展览空间及其位于展览中心内之展品有效保险单，保险单涵盖
参展商手册中开列的风险及以参展商手册中开列的一项(或以上的)最低投保金额。
参展商必须一直于展览期间(包括迁入及迁离期间) 就参展商的财产及其活动及其他项目存有有
效及充足的保险，这包括盗窃、火灾、公众法律责任、财物损毁、人身伤害、第三者损失、
意外、自然灾祸、天灾以及其他通常由参展商投保的及/或主办单位要求投保的风险。如参展
商无法提供上述具体的保险凭证，主办单位有权立即取消参展商的参展资格，参展商无权要
求退还任何款项。
主办单位有权随时视察任何该等保险单及保费收据。
参展商须就任何按第4条更改展览地点、开放时段、时期及/或一日或以上日期或任何按第10条
押后或取消展览或作其他展览方面更改的风险投保及/或予以接受。

10.	押後及取消
除了主办单位根据第4条的权利外，主办单位有权在不须原因及负上任何责任的情况下,除了
第12条的责任外,自行认为在下列情况出现下, 可取消展览或自行选择,无限期押后展览、或作
其他展览方面更改:
(a)主办单位举行展览或主办单位履行其义务或参展商及/或到访者出席展览已因任何一项或
多项原因而不可能、不合法或大大地或实质地受干扰或影响，而该等原因包括但不限于下列
原因：天灾、政府行为、战争、火灾、水灾、爆炸、内乱、武装敌对、恐怖主义行为、革
命、封锁、禁运、罢工、闭厂、静坐、工业或贸易纠纷、恶劣天气、疾病、公共卫生风险、
厂房或机械意外或故障、任何物料、劳工、运输、电力或任何供应短缺、监管性干预、任何
政府(包括政府代办处或部门) 、监管性机构或国际机构对旅游、展览及/或公众聚会的一般性
劝导或建议、或展览中心变得不可及/或不宜占用及/或使用；
(b)任何其他情况、事变或起因而令主办单位认为要如最初所计划的举行展览是不可能, 不切
实际, 或不理想的。

11.	終止
本合约可因发生下列任何事件，由主办单位向参展商发出通告终止：
(a)展览按第10条取消；
(b)主办单位认为在布置期间、或在展览期间任何时间、或在参展商或其任何代表 
或展品在展览中心期间，展览空间未得到适当地使用；
(c)参展商没有按第6条支付费用；
(d)参展商没有按第9条安排保險；
(e)参展商因任何理由不能使用分配给他的展览空间；
(f)参展商资不抵债，或参展商或其任何资产在任何司法管辖区内卷入清盘、行政接管、接
管、清算、破产、与债权人作出一般安排或任何其他的破产程序，或遭受对抵押品的强制执
行、面对法律程序或被收回管有权；
(g)参展商被判刑事罪行罪名成立，或它本身以其他方式在行为上令本身、展览或主办单位声
名受损；或
(h)参展商违反本合约条文,包括但不限制於合约上第5及第7条文中关於侵权货品、违禁货品、
不道德货品及纪录影像或参展商手册的任何责任；
(i)参展商违反任何适用于当地法律、规例或规则，或违反适用于参展商或其代表（包括，为
免疑意，主办单位及其代表书面批准的摊分者）的相关法律、规例或规则下的任何出口限
制、金融管制，及/或制裁规定。
在本合约不论因任何原因终止时，任何展览空间的分配将立即自动取消。
若本合约根据以上第11(b)至第11(i)条款中任何条文而被终止，主办单位有权立即重新授予使
用展览空间的准许。就展览空间作出的所有付款须被没收，主办单位有权追讨费用的余额及
其继后由或为主办单位蒙受的任何损失或损害或引起的额外支出。
在本合约因任何原因终止时，参展商所有财物须由参展商立即移离展览空间，否则财物将被
主办单位搬走，展览空间将由主办单位清理，费用由参展商负责。主办单位保留权利对参展
商在展览中心的任何财物行使一般留置权，这包括对于参展商就展览在任何时候到期支付或
应付主办单位的一切任何性质的款项及有关申索赔款。
在合约终止时未履行的参展商义务仍继续有效。

12.	責任、賠償及退款

( 請仔細審閱讀此第 12 條 )

参展商参与展览时自行承担风险。
参展商同意在被要求时，就参展商及/或其任何代表的任何违反本合约或参展商手册的行为或
任何其他失责行为或疏忽或参展商及/或其任何代表导致的任何损害而产生的、并由主办单
位、其雇员、代理人或承包商作出的或为主办单位、其雇员、代理人或承包商作出的或对主
办单位、其雇员、代理人或承包商作出的任何种类的一切申索、责任、损失、诉讼、程序、
赔款、判决、支出、费用(包括法律费用)及收费，向主办单位作出弥偿，以令他们免受损害。

把所有展品带到展览中心、在展览中心展示及搬出展览中心时，参展商自行承担风险，参展
商并须一直保护它们。

主办单位不须就与展览有关事宜所引致参展商或任何其他人士所蒙受或产生的任何种类的损失(包括间接
损失)、损害赔偿、要求、费用、申索、收费或其他开支负责；该等与展览有关的事宜应包括(但不限于)：
(a)任何偷窃、火灾，(b)使用保安室服务，(c)展览中心不论由于任何原因而产生的的缺陷，(d)基于非主办
单位所能控制的任何原因，展览被取消或提早结束或延迟开始或结束，(e)本条款及细则第3及4段所指的

任何事宜，(f)任何种类由政府(包括任何政府机构或部门)向参展商或其代表所征收的税项，(g)任何自然灾
害或任何天灾，不论如何产生。参展商对任何第三方的任何申索、损伤或损害负责，其中包括就由其展亭
及其展台计划部分所引致的任何申索、损伤或损害负责。参展商及/或其代表无权对主办单位作出任何经
济上或其他的索赔。

主要如下,主办单位对参展商或任何其他人士就下列事情的任何责任或引起的任何责任概不负责：(a)在任
何参展商提供予主办单位或其他人士的任何宣传物料、资料和东西内，与它、其设备、产品或服务有关的
任何资料中的任何错误或遗漏；(b)任何在由主办单位或该参展商提供或委托他人提供的展览正式目录或
其他宣传物料、资料或东西内，与它、其设备、产品或服务有关的任何资料中的任何错误或遗漏；(c)任
何参展商在展览会内售卖或展示的任何产品；(d)主办单位履行他们根据本合约内或参展商手册的任何义

务；或(e)因主办单位、主办单位的任何供应商或展览中心营运者的任何仪器、电脑系统(包括硬件和软件)
及服务故障或缺陷导致或产生的任何损失和损害，或任何间接或继后的损失。

一旦主办单位按第4条押后展览、更改展览地点或作出任何展览方面的更改：
(a)本合约继续约束当事人；
(b)参展商无权就展览空间作出的任何付款获得任何退款，并仍须负责支付或款项的余额(如有)；及 
(c)参展商并无任何权利就任何押后展览、更改展览地点或作出展览方面的任何更改(包括任何展览性质的
变更或展览规模上的缩减)导致而蒙受的任何损失或损害或产生的额外支出申索任何补偿。
一旦主办单位按第10条取消或永久押后展览，参展商并无任何权利就取消展览而导致的任何损失或损害
或产生的额外支出申索任何补偿。
参展商同意知悉，有鉴于费用金额，此条的以上条文纯粹为对主办单位作为展览的主办单位的合理保障。
主办单位或任何其有关代理将不承担此合约项下对参展商的以下责任：合同、侵权(包括疏忽和违反法定
责任)；或为任何利润(直接或间接)、收入、商品、使用、预期节余、商誉、声誉或商业机会的损失；或由
此合约下产生(不论是否可合理预见和即使对方已被告知遭受相同)任何间接的、附带的、特殊的或相应的
损失。

主办单位在此合约所产生的合同、侵权(包括疏忽和违反法定责任)或其他负债总额将不会超过参展商在相
关展览中支付的总费用。

在法律允许的最大范围内，通过法规中隐含的所有保证、条件和条款被排除在此合约外。
此合约内容并不限制或免除主办单位就主办单位因其疏忽而导致的死亡或人身伤害的责任，欺诈或虚假性
陈述或任何法定责任应根据在相关司法管辖区的法律以责任不能被免除或限制的范围和法律所施加的最低
责任为限，而不超出该等最低责任。

13.	遵守法律
参展商须遵守展览举办国家或地区所有有关的法律、条例及规则。参展商须自行负责遵守上述规条（包
括任何税项或进口货物和其他用于与展览有关的物品方面的要求）并获得参加展览所需的所有同意、批
准、授权证明、牌照以及其他类似文件。

如适用，参展商须遵守CITES公约(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of Wild 
Life Flora and Fauna) 或任何其他国际标准、规则及法例有关人道屠宰受保护的濒危物种，包括但不限于
World Conservation Union (“ICUN”)所发出的标准。

14.	

一般事項15.	

主办单位隐私政策声明

主办单位十分重视个人隐私。主办单位将遵守适用的个人资料保护法律，包括有关个人资料保护的适用
中国法律法规。

(1)信息收集
为向参展商提供更好的服务并满足下段所载的目的，主办单位可以在参展商登记或告知某些信息时收集
该等信息。在此过程中，主办单位还可收集公司的个人联络人或公司雇员的个人信息。如登记表中所
载，某些要求提供的信息是强制性的，某些则由参展商自愿提供。如果要求提供但没有提供特定强制性
信息，主办单位可能无法提供所需的服务。主办单位仅出于下段所载目的保留个人资料。

(2)信息的使用
主办单位可将信息用于以下目的：
•处理主办单位展览会展览或参观申请；
•通过将个人资料纳入其数据库促进并改善其运营，并根据个人资料进行分析、研究和审计；
•向参展商推广并告知其在中国和世界各地的展览会及其附属公司和合资伙伴组织的活动或展览会；
•发送其公司的出版物和研究资料；
•营销其服务或产品；及
•如果需要，进行法律程序的需要，包括收取逾期款项。
主办单位可将参展商的个人资料（包括其姓名/名称、电子邮件地址及实际地址）用于为其在中国和世界
各地的展览会或其附属公司和合资伙伴组织的活动或展览会的宣传和邀请以及通过传真、电子邮件、直
邮、电话及其他通讯方式开展的服务推广进行直接促销，或向参展商发送电子通讯。

(3)数据披露/传输
主办单位将对主办单位所持有的个人资料保密，但可以将个人资料提供或传输予：
•与主办单位业务运作或服务有关的代理、顾问、核数师、承办商、或服务提供商，为促进及加强主办
单位的运作，将所收集的个人资料作分析、研究及审计；
•主办单位的海外办事处、关联公司、合资伙伴，亦是其他展览的主办单位，目的是为有关主办单位在
中国及世界各地主办的展览会的宣传或邀请进行直接促销；
•根据中国境内或境外适用法律，主办单位须向其作出披露的人士。

(4)数据传至境外
主办单位通常会将参展商的个人资料储存在主办单位位于中国的服务器内，但参展商同意，主办单位可
将参展商的个人资料转移到主办单位位于中国以外的办事处或关联公司或本声明以上第（3）段所列并可
能位于海外的人士或实体。

(5)参展商同意和权利
参展商签署本合同即表示明确同意本条所载的对其个人资料的收集、使用和传输，包括为直接促销而使
用并提供其个人资料。
参展商可通过按下述联络信息通知主办单位而选择不接收促销资料，主办单位将停止发送促销资料，而
不收取费用。参展商还可要求主办单位更正其错误的个人资料。
中国广州流花路中国大酒店商业大厦1159室
电话：86-20-38951685 传真：86-20-86677120
电子邮件：info-china@ubm.com

参展商无权转让、转移或委托给第三方此合约对参展商产生的任何权利或义务(除按照参展商手册使用官
方承包商外)。主办单位有权在未通知或获得参展商同意前转让此合约利益（及负担如有）。
本合同项下由任何一方要求或允许给予对方发出的通知均必须采用书面形式，并且可以由专人或通过快
递或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至另一方注册地址或其他地址（经不时以书面形式通知）。其中，通过快递发出
的通知，信件交给快递后的第三个工作日，并证明通知信封上具有正确地址和预付邮费，将被视为已送
达。通过专人递送的，在送交时即视为送达。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的，发件人的服务器发送后即视为送
达，前提是发件人没有收到邮件发送失败的自动回复。
主办单位保留权利可以在每一情况下因任何原因以参展商的任何款项抵销参展商对主办单位的任何欠
债。
除非经主办单位一位董事以书面方式进行及具有签署，否则主办单位便不能有效地放弃无效该等条款及
细则的任何规定、其根据该等条款及细则的任何权利或参展商手册的任何条文。主办单位的权利不因对
参展商的让步、宽免或减免而受损害或受限制。主办单位本身或代主办单位对参展商的任何违反行为或
任何付款责任行使放弃权利，这并不表示对其他或日后的违反行为或其他付款责任行使放弃权利。

除非该等条款及细则或参展商手册有明文规定，否则该等条款及细则中任何条文或

参展商手册规定的补救措施并不排除其他补救措施，而每项补救措施都可累积的，是按该等条款及细则
给予的或现在或将来的法律或衡平法或法令或以其他方式存在的其他补救措施以外的额外补救措施。
该等条款及细则(包括但不限于其包含的遵守其他文件内的细则和避免令主办单位违反其他文件内细则的
义务)，连同参展商手册和申请表，取代当事人先前达成的所有协议、协商和讨论。参展商不可依赖在参
与展览前主办单位本身或代主办单位作出的任何陈述、保证、附属合约或其他保证(该等条款及细则和参
展商手册开列者除外)。除了此段外，参展商并放弃就上述陈述、保证、附属合约或其他保证行使的所有
权利和补救措施，但是此段规定并不限制或排除任何就欺诈的责任。
时间是该等条款及细则对的要素。
该等条款及细则的标题只供参考，不影响其释义。
本合约或该等条款及细则不在主办单位与参展商之间订立业主与租客的关系、或给予参展商享有对展览
空间的非专属性准许使用权以外的任何房产或利益。
该等条款及细则各条、段及子段内包含的条文可各自独立地强制执行，而其有效性在其他任何条文无效
时亦不受影响。若任何该等条文无效但却会在删除该条文若干部份后有效，有关条文须作出适当的必需
更改以令其有效。
一旦该等条款及细则与参展商手册之间有任何冲突，在有任何该等不一致情况下便以该等条款及细则为
准。

管轄法律/爭議的解決
本合约受中国的法律管辖。如果双方就本合约或展览会有任可争议或分歧，任何一方可将该争议提交主
办单位所在地有关法院进行审理。

16.	

增補條款
尽管第3条的条文另有规定，主办单位保留权利发出该等条款及细则中的规则或指示以外的增补规则或指
示，以确保能顺利管理展览。任何附加书面规则或指示应被视为该等条款及细则的一部份，并对参展商
具有约束力。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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