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 请 表 格

第八届中国上海国际童书展

·

2020 年 11 月 13-15 日 (周五-周日)

版权代理区

上海世博展览馆，中国

请填写此申请表格并签名盖章后以邮件的形式发送至：
ccbf@bfchina.net

代理公司信息（必填，递交申请时请同时递交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公司名称（中文）

公司名称（英文）

地址

邮编

网址

国家/地区

公司总部所在国家/地区

参展联系人（必填）
 先生  女士

姓名

电话

手机

职位

电邮

/
国家编号

/
城市编号

传真

/
电话

分机

/
国家编号

/
城市编号

传真

展品类别（必填，请在对应品类描述前打“√”）
展品目标用户年龄范围（请选择）



3 岁以下(A)





3-6 岁(B)



6-12 岁(C)



12-16 岁(D)

16 岁以上(E)

我司代理产品属于以下领域（可选择多于一项）















音乐 (306)
心理学 (307)
宗教 (308)
科学 (309)
教学 (310)
技术研究 (311)
教材 (312)
4. 纪实类
 艺术 (401)
 传记 (402)
 影视 IP 授权书 (403)
 百科全书 (404)

1. 插图书
活动书 (101)
纸板书 (102)
玩具书 (103)
绘本 (104)
绘画和涂色书 (105)
立体书 (106)
2. 少儿文学
 虚构类小说 (201)
 长篇小说 (202)
 诗歌 (203)
 童话故事 (204)
3. 教育类
 字典 (301)
 教育 (302)
 地理 (303)
 历史 (304)
 语言课程 (305)








休闲 (504)
宠物 (505)
体育 (506)
烹饪 (507)
自然与环境 (508)
6. 其他
 年鉴 (601)
 日历 (602)
 漫画 (603)
 贴花/转印 (604)
 礼品书 (605)
 期刊 (606)











纪实文学 (405)
参考书 (406)
5. 运动与兴趣
 娱乐 (501)
 兴趣爱好 (502)
 指南 (503)

图卡 (607)
海报 (608)
桌面游戏 (609)
进口书 (610)
特殊需求儿童书籍 (611)
图像小说 (612)




动漫周边 (613)
文具 (614)
7. 数字和多媒体
 应用程序 (701)
 视听产品 (702)
 有声书 (703)
 电子书 (704)
 教育软件 (705)
 数字与多媒体服务 (706)
 设备 (707)
 数字平台 (708)
 电子游戏 (709)





多媒体 (710)
网站 (711)
硬件 (712)
8. 服务
 教育培训 (801)
 线下销售渠道 (802)




线上贸易平台 (803)
原材料/印刷/包装/设计
服务 (804)
 物流/供应链服务 (805)
9. 娱乐
 少儿动画 (901)
 少儿舞台剧 (902)
 少儿节目 (903)
 特展/嘉年华 (904)
 其他衍生活动 (905)
10. 媒体、协会及其他
 行业商协会 (1001)






专业媒体 (1002)
科研机构 (1003)
贸促机构 (1004)
其他 (1005) ，请注明：

展位申请（必填）


版权代理区
位于版权区内：11 月 13-15 日仅对专业观众开放

参展费用说明（以下提及价格均不含税，增值税另付）
类型

单价

代理桌

数量

不含税总额

5,000

配置：1 张会议桌、4 把折椅，小锁柜、
人民币/桌
台位卡
说明：
· 以上价格包含注册费，即展商信息在官网、会刊、观众指南等渠道的发布，展商证等入场服务等。

· 参展总费用将被加收

6%增值税，最终金额以主办单位出具的付款通知书为准；参展商递交申
请表格后须即刻参照主办单位发出的付款通知书在截止日期前支付全款。

感兴趣的其他项目（选填，详情将根据需求另行提供）
广告、赞助及场地租赁：



舞台/会议室等场地租用



展会官方赞助



广告项目（印刷品/线上/展馆/物料）



同期论坛/研讨会/活动赞助



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



版权长廊—当代中国原创儿童读物展示



童书+



插画师合作配对



IP 授权配对

官方活动：



金风车国际青年插画家大赛



城市联动/场外活动

配对服务：



版权贸易配对

我司在此申请参展并同意 CCBF 2020 的各项规定及此申请表格随附列明的参展条款，并代表我司参与展
会的供应商同意遵守组委会对于本次展会的规定及要求。

组委会盖章及代表人签字/签署时间

参展公司盖章及代表人签字/签署时间

本申请表格即为参展合同，参展商盖章后生效，具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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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展 条 款

第八届中国上海国际童书展
2020 年 11 月 13-15 日 (周五-周日)
上海世博展览馆，中国

展会名称：

第八届中国上海国际童书展

展会地点：

上海世博展览馆，中国
上海市浦东新区国展路 1099 号

展会日期：

2020 年 11 月 13 日（周五）- 15 日（周日）
11 月 13-14 日，09:00 - 17:00；11 月 15 日，09:00 - 16:00

主办单位：

上海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环球新闻出版发展有限公司

承办单位：

上海融博会展有限公司

合作单位：

博洛尼亚展览集团

联系方式：

中国（含港澳台）
联系人：姜薇薇 女士
电话：+86 21 6190 7300 - 449
电邮：vivian.jiang@bfchina.net

6) 撤销的权利
任何参展商，通过证明法律上的不可能性，无法参加展览，可以在不晚于展览开幕
日期之前 60 天以挂号信、电传、传真、电报或电邮等书面形式通知组委会撤销参展
协议，组委会有权保留预付款和以预付款作为常规违约金的权利，以及任何适当的
额外损失赔偿的权利。
若参展商于开幕前 60 天之内发出上述撤销参展协议通知，
参展商须缴付全部参展费
用，并须向组委会支付任何其他直接或间接损害赔偿。组委会可重新安排展位，并
将展位分配给其他参展商。组委会将决定参展商无法参展原因的正当性。
如果参展商没有发出撤消参展协议通知，也没有出现在展会现场布展，将会被视为
默认撤销展位，参展商不仅需要支付全部参展费用，还需要支付组委会直接和间接
损失。组委会可即刻将展位分配给其他参展商或另作他用。
组委会可在展览开幕前 14 天前，以及在展览开幕日之前，--基于展览组织及正常运
作的理由，自行决定撤销参展协议。在这种情况下，组委会将不会有义务提供任何
形式的赔偿或补偿，但应退还已收到的参展费用。
7) 展览内容
展览内容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和政府法令，尊重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和领
土完整，参展商不得在展场任何地点展览、散发、播放、放映与文化交流和图书贸
易及自身形象宣传无关的材料。
8) 保险
参展商必须为其人员、设备、第三者责任索赔、设备及搭建材料进出展厅在整个展
会期间提供足够的需覆盖任何、所有及可能发生的保险。
9) 索赔
任何与本组织和展会的产品有关的索赔必须在事件结束后 7 天内立即书面告知组委
会。其后的索赔不构成与组委会争议的主题。

海外
联系人：Ms. Mariaelena Schiavo
电话：+39 051282298
电邮：ccbf@bolognafiere.it

10) 知识产权
未经参展商和组委会授权，展出的产品和商品，以及展台，不得拍照、画图或以任
何方式复制。但是，组委会保留对其整体和具体外部、内在视图进行拍摄、复制、
宣传和授权拍摄、复制和广告的权利，并允许其销售或直接销售它们本身。
参展商在此承诺和保证其展品及展位不会侵害任何第三方的知识产权，包括但不限
于任何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商业秘密或者其他知识产权和财
产权利。参展商应当自行解决由其展品和展位引起的任何有关知识产权的纠纷，并
承担由此造成的损失，组委会对由此产生的索赔和诉讼不承担任何责任。参展商应
就其展品或展位导致组委会及其雇员或者工作人员陷入知识产权争议给予补偿。
组委会虽无义务但有权在每个展览会现场设立知识产权投诉办公室(IPR Office)，其
目的是给予展商就被其他展商侵权的行为给予支持。
参展商及其代理商应积极配合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司法机关的调查取证、检查
和询问等工作。涉嫌侵权展品以及有关资料应当被撤出展会。组委会有权拒绝有关
确定侵权之参展商参加日后的展会。如展商在往届展会已投诉其他参展商或其产品
而于本届展会再次投诉，则应当出示上次的投诉证明，否则知识产权办公室有权拒
绝其投诉请求。

条例和规定
1) 参展资格
以下情况可以被接受为参展商：
a)
属于展览商业范畴内并希望展示自己的产品或服务的中国和外国公司。如果
公司本身不参加展览，其独家以及一般经销商、代理人或代表，可以被接受
为参展商。
b)
参与促进、研究和传播与展览有关领域信息的协会、公共机构和其他机构。
组委会保留将某些特定服务、产品或样品排除在外，并禁止在同一产品展示
区域的多个展位上展示产品、样品或服务的权利。
c)
与组委会之间仍有未决诉讼、未清偿债务的中国或外国公司不能被接受为参
展商。

11) 印刷文献和网上信息
2) 申请参展
申请必须提交已经填写、签字和签署的有关表格；该表格应构成申请人不可撤销的
提交，并表示其接受这些“参展条例和规定”(以及“参展商手册”，以及所有与展馆的
组织和展览有关的规则)。
独家和一般经销商、代理商或代表被要求附上他们所代表的公司的名单和他们希望
展示的产品。申请人须提供他可能被要求的以接受或拒绝申请目的的任何及所有其
他文件，并在任何时间遵守参与展览的条款和条件。组委会对同意或拒绝参展申请
具有唯一的解释权。

组委会保留收集、打印和发布申请表中所含的有关参展商及其产品和服务的所以相
关信息的的权利，以及组委会认为适当的任何其他形式的展示，组委会对遗漏、错
误或故障无需承担任何责任，为此目的可以使用各种通信工具(打印输出，光碟，互
联网和/或其他)。
所有提供的资料都是指在展会开幕前 45 天之前收到的申请。这不会影响组委会改变
展位分配的权利。以上所述的内容也适用于参展商或其任一关联方所订阅的所有信
息表、以及通过电子/ IT 媒体向组委会提供的信息。
12) 付费广告

3) 付款条件
申请表格上已注明参展费率及注册费。
参展费包括展位费，以及在参展条款中明示的服务。 如果参展申请被接受，组委会
将发出付款通知书以支付预付款。预付款为含税参展费用的 30%以及注册费全款，
余款在开展首日的 2 个月之前付清。申请人在收到展位申请确认之后，必须按付款
通知书所注明的金额支付款项。未能遵照付款通知书支付，组委会有权在没有警告
或法官判决的情况下终止合同。
在这种情况下，正式的通知将被发送给相关方，除了承诺免除的，可以处置的和分
配给其他申请人的，都将要求预付款和参展费的全额作为违约金，以及任何其他到
期的合同款项，扣除掉可能已经收到的，前述的保证，和保留任何潜在损害赔偿的
权利。
4) 不遵守和不履行
如未能遵守本规则的要求及不履行本合同项下的义务--也包括未付款的情况，-考虑
到该事项的严重性，组委会可能会对参展商施以下制裁：
- 不激活辅助服务，包括为分配的展览空间顺利运作所需的所有设施；
- 不提供展商证件、观众门票、会刊及其他有关参展的资料；
- 立即移除不被允许纳入展会的产品---如参展商不遵守相关条例规定，有权立即和
直接进行干预；--保留施加额外处罚的权利；
- 立即封闭展位--如果参展商不遵守相关条例规定，有权直接和立即进行干预；保
留施加额外处罚的权利；
- 在后续类似活动中拒绝不遵守相关条例规定的参展商的参展申请。
在任何情况下，参展商均无权得获得任何形式的补偿或赔偿，并仍有义务向组委会
支付全部参展费用。
组委会在任何情况下都有权要求参展商赔偿可能未交付的材料费，以及拆除展示的
产品和/或封闭展位和/或展览空间的准备，包括将展位分配给其他的参展商。由于
上述违约行为，组委会将要求全额赔偿，包括实际损失以及由此造成的利益损失。
5) 展位分配
展位分配是组委会独有的职责和权利。参展费将根据组委会实际分配给参展商的面
积计算。参展商提出的任何具体指示或要求，均应视为纯粹的指示性的；它们不得
限制或影响申请。此外，组委会有权移动或缩小已分配的展位，或将其转移到另一
个展区，并返还差价；这不会使参展商获得其他形式的赔偿或补偿。组委会有义务
在展览开始前不迟于 20 天，以挂号信或任何其他方式，包括电子邮件的方式通知参
展商上述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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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配给参展商的展区外，任何形式的宣传或广告必须通过组委会或组委会指定的
公司进行。此类广告应支付费用及相关税费。
13) 展会延期、缩小或取消
变更展会日期是组委会不可撤销的自由裁量权，这并没有授予参展商撤销或以任何
方式取消合同、解除义务的权利。
此外，组委会可以减少展会总面积，甚至取消所有或某些部分展区，而无需支付任
何形式的赔偿、罚款或损害赔偿。在此情况下，组委会应在不迟于展览开始前 30
天，以挂号信、电传、传真、电报或电邮等书面形式通知所作的更改。
14) 适用法律和管辖地点
本条款和条件的订立、执行、解释和争议解决均应适用于中国人民共和国现行有效
之法律法规。
如因履行本条款和条件发生争议，各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可
提交组委会住所地有管辖权的法院诉讼解决。败诉方应当承担胜诉方由此支出的诉
讼费、律师费以及相关费用。
15) 处理个人资料
组委会及关联方仅就与展会目的及相关事项使用展商的个人资料和信息，不会就与
本条款和条件不相关的目的使用和披露相关资料和信息；但是应法律、司法裁决、
政府部门的要求除外。
16) 音量
如展商使用电视幕墙、电视或其它影音器材作现场推广活动，需将音量尽量调低，
以免对其它展商或观众造成任何滋扰。请把喇叭或其它音响设备，面朝所属展位朝
内安装。如发出的声量超过 70 分贝，主办单位有权马上终止有关展示活动，而主办
单位毋须为此向参展商退还有关费用或作出任何赔偿。
设于展位内的视听器材，概由展商负责，而参观人士及其雇员在操作此等器材时的
行为，须由展商监管。
2020 年 1 月
本人已阅读并充分理解和同意以上所有条款内容。

公司盖章及代表人签字/签署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