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HINA COAL & MINING EXPO 2021 
第十九届中国国际煤炭采矿技术交流及设备展览会 
2021 年 10 月 26 日至 29 日 
北京 ·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 
 
www.chinaminingcoal.com 

 

汇显展览有限公司 
香港总公司: 
电话  : +852 2881 5889 
传真  : +852 2890 2657 
电邮  : info@together-expo.com 
地址  : 香港筲箕湾南安街 83 号 

海安商业中心 16 楼 A 室 
 

北京办事处: 
电话  : +86 10 8451 0267 / 8451 0286 
传真  : +86 10 8451 0263 
电邮  : info@together-expo.com.cn 
地址  : 中国北京市朝阳区,新源里 16 号 

琨莎中心 1 号楼 12A11 室,邮编: 100027 

 

参展申请表格 
公司名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邮编：______________ 

联系人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职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传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邮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网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业务范围: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一部份：参展费用  (以下价格在 2021 年 6 月 30 日前有效)  
 

室内光地 (最少 24 平方米):  

每平方米 480 美元 (每平方米人民币 3,650 元) 

 

室内展台撘建 

每平方米 100 美元 (每平方米人民币 760 元) 

(每 12 平方米包括 3 面围板、中英文眉板、1 个电源、 

4 支长臂射灯、1 张咨询台、2 把折叠椅、1 个钥柜、1 张圆枱、 

4 把黑色扶手椅、 地毯及 1 个紙篓) 

 
□ 我司现预订  _________ 平方米室内光地。 

□ 我司现预订  _________ 平方米室内光地+标准展台撘建。 

 
  人民币付款            美金付款 
 

第二部份：技术交流会 (只供展商预订) 
每场费用 2,500 美元 (人民币 18,000.00)。 

(每场 1 小时，包括电脑投影仪、幕布、麦克风及扬声器) 

 

□ 我司计划组织  _____ 场技术交流会。 
 

  人民币付款            美金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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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广告及贊助项目 

 

会刊广告 人民币 美元 数量 

封底 35,000 4,700  

封二 25,000 3,400  

封三 22,000 3,000  

彩页一 18,000 2,400  

彩色内页 15,000 2,000  

半版彩色内页 8,000 1,100  

企业标志(黑白) 2,000 300  

 

赞助项目(独家) 人民币 美元 数量 

资料袋 90,000 12,000  

观众挂带 70,000 9,400  

参观证背面广告 70,000 9,400  

参观券背面广告 90,000 12,000  

志愿者广告 66,000 8,800  

 

展馆现场广告 人民币 美元 数量 

南登陆厅正面吊旗(正背)广告 66,000/pc 9,600/pc  

南登陆厅东、西两侧吊旗广告 55,000/pc 8,000/pc  

南登陆厅两侧圆柱广告 27,500/pc 4,000/pc  

南登陆厅两侧圆柱广告(副厅) 13,200/pc 1,900/pc  

连廊吊旗(正背)广告 39,600/pc 5,760/pc  

连廊房方柱广告 
8,250/pc 1,200/pc  

33,000/5pcs 4,800/5pc  

南广场正门墙体广告 176,000/pc 25,500/pc  

地标广告 
33,000/ 8pcs 4,800/8pcs  
22,000/4pcs 3,200/4pcs  

  人民币付款            美金付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