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 1 月 16-22 日   

1. 主参展商信息 

1.1 公司信息 

公司中文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英文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 文 地  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 文 地  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城 市/邮  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国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  话：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传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 子 邮  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网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展 会 联 络 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职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 公司性质 

□ 制造商           □ 市场推广公司             □ 进口商            □ 协会及机构 

我们是以下贸易协会会员：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展位申请 

2.1 展位价格 

标准特装（最小 12 平方米）：585.00 欧元/平方米      申请面积:  ________ 平方米 

* 含光地租金、摊位特装、公共能源费、AUMA 费、基本会刊登录费、垃圾清运及电费、公

共宣传费、杂费及相关税费。 

 

光地（最小 50 平方米）：195.00 欧元/平方米 

  申请面积: ________ 平方米:         长度  ______ 米 × 深度  ______ 米 

□ 一面开口       □ 两面开口        □ 三面开口       □ 四面开口  

* 此费用仅为光地租金，另外收取公共能源费 11.00 欧元/平方米，AUMA 费 0.60 欧元/平方

米，基本会刊登录费 400.00 欧元/参展商，垃圾清运及电费、公共宣传费、暂缴杂费（根据

面积而定）及相关税费。  

              

3．参展展品  

本申请表须与展品列表（表 1.30）同时提交方能生效。 

展会上只能展出展品列表中列明的产品 

 

* 参展商提交展位申请表，并同意接受所有附带的参展条款。 

 

参展商签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盖章及授权人签署      签署人名称及职位            日 期 

科隆国际厨房展 

 

展位申请表 

 

1.10 
 

 
 
地址：Unit B, 12/F CKK Commercial Centre 

289 Hennessy Road  
电话：00852-25118117 
传真：00852-25118119 
邮箱：j.zhang@koelnmesse.cn 
www.imm-cologne.com 
www.koelnmesse.cn 
联系人：张昱 女士 
 

 

 

 

 

 

 

客户号： 

0 8 9 0         

主参展商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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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付款发票地址--如果与表 1.10 中的信息不同 

如果付款发票需寄至与主参展商在表 1.10 中的信息不同的公司或地址，请填写以下项目： 

 

公司中文名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英文名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文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城市/邮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国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系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传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子邮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联系地址-如果与表 1.10 中的信息不同 

如果联络地址与主参展商在表 1.10 中的信息不同，请填写以下项目： 

 

公司中文名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英文名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文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城市/邮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国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系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传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子邮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参展商签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盖章及授权人签署      签署人名称及职位            日 期 

科隆国际厨房展 

 

展位申请附件 

付款发票地址/联系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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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Unit B, 12/F CKK Commercial 

Centre 289 Hennessy Road  
电话：00852-25118117 
传真：00852-25118119 
邮箱：j.zhang@koelnmesse.cn 
www.imm-cologne.com 
www.koelnmesse.cn 
联系人：张昱 女士 
 

 

 

 

客户号： 

0 8 9 0         

主参展商名称： 

                                           

 

请注意： 

如果主参展商所指定的付款公司在收到付款发票后未能及时支付相关费用，主参展商有义务支付相关款项。 

请注意： 

此表内的信息将依照联邦数据保护法(Bundesdatenschutzgesetz)的相关条款由科隆展览有限公司保管， 并将在合同义

务的规定范围内提交给第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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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参展规定，我们申请在我们的展位上注册以下公司作为      如果您希望注册多于两个联合参展商，请先将此 

联合参展商：                                              空白表格复印使用。 

 

1.1 公司信息 

公司中文名称：                                 

公司英文名称(全称)：                            

                                               

中文地址：                                     

                                               

英文地址：                                     

                                               

城市/邮编：                                    

国家：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电子邮箱*：                                    

网址*：                                        

*媒体宣传申请表“会刊/网站/商业媒介”（表格 2.10）所要求的必填 

内容，请认真填写，否则，我们将无法建立与您公司的网站和电子邮 

件地址建立链接。 

 

本公司将展出以下产品（请对照产品列表 1.30 填写相应产品编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请确保此表所列信息与媒体宣传申请表中的信息一致。 

每一联合展商需单独提供一份产品列表。 

 

 

 

 

 

 

参展商签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盖章及授权人签署      签署人名称及职位            日 期 

科隆国际厨房展 

 

联合参展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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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Unit B, 12/F CKK Commercial 

Centre 289 Hennessy Road  
电话：00852-25118117 
传真：00852-25118119 
邮箱：j.zhang@koelnmesse.cn 
www.imm-cologne.com 
www.koelnmesse.cn 
联系人：张昱 女士 
 

 

 

 

 

客户号： 

0 8 9 0         

主参展商名称： 

                                           

 

客户号 

0 8    9 0         

               公司名称首字母排序在字母

 

下 

公司性质 

□制造商               □ 进口商   

□市场推广公司         □ 协会及机构 

我们是以下贸易协会的会员： 

                                         

本公司将在展台上出现 □本公司的产品 

                     □本公司的工作人员                  

 

每个联合参展商的参展费用为 700.00 欧元（不
含税），由主参展商支付。 

该费用不包括媒体宣传的登录费用。 

 

 

 

请注意： 

此表内的信息将依照联邦数据保护法(Bundesdatenschutzgesetz)的相关条款由科隆展览有限公司保管， 

并将在合同义务的规定范围内提交给第三方。 

，并在经参展商同意的前提下转交给第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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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隆国际厨房展 

 

展品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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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隆展览香港有限公司 

地址： Unit B, 12/F CKK Commercial 

Centre 289 Hennessy Road  

电话：00852-25118117 

传真：00852-25118119 

邮箱：j.zhang@koelnmesse.cn 

www.thetire-cologne.de 

www.koelnmesse.cn 

联系人：张昱 女士 

 

 

 

 

 

客户号： 

0 8 9 0         

参展商名称： 

                                           

 

□ A000500100   Kitchen Furniture 

    厨房家具 

□ A000500102  Fitted Kitchens  

                组装类整体橱柜   

□ A000500104 Single Kitchen Units 

    单体橱柜 

□ A000500106 Kitchen blocks/rows of units 

    厨房地砖/成套家具 

□ A000500108 Other kitchen furnitures 

             其他厨房家具 

     

□ A000500200 Kitchen appliances 

    厨房电器 

□ A000500202  Pressure cookers,steam ovens 

        高压锅，蒸汽烤箱 

□ A000500204  Cooker hoods 

    吸油烟机 

□ A000500206 Dishwashers  

    洗碗机 

□ A000500208 Oven, baking ovens   

    烤箱，烘焙箱（电，燃气） 

□ A000500210 Hobs, cook tops 

    搁架，灶台（电，燃气） 

□ A000500212 Combination units   

               组合设备 

□ A000500214 Refrigerators and freezers 

             冰箱及冷柜  

□ A000500216  Microwaves 

             微波炉 

 

 

 

 

□ A000500218  Ranger cooker       

                   炊具 

□ A000500220  Wine storage units 

    葡萄酒存储装置 

□ A000500222  Other kitchen appliances 

    其他厨房电器 

 

□ A000500300  Small electric domestic appliances 

    小型家用家电 

 

□ A000500302  Bread ovens ,bread makers 

    面包烤箱，面包机 

□ A000500304  Egg cookers 

                  煮蛋器 

□ A000500306  Electric kitchen scale 

                  厨房电子称重器 

□ A000500308  Electric knives 

        电切刀 

□ A000500310  Electric openers 

                  电动开罐器   

□ A000500312  Juicers 

             榨汁机   

□ A000500314  Fondue makers 

             火锅电器 

□ A000500316  Deep fat fryers  

              油炸锅 

□ A000500318  Grain/spice mills 

             谷物，调味品磨粉机 

□ A000500320  Barbecues 

             烧烤电器 

 

目标/销售市场： 

非洲                美洲                    亚洲                    欧洲                     大洋洲 

南非              美国                  中国                   西欧                   澳大利亚 

西非              加拿大                日本                   北欧                   新西兰 

东非              墨西哥                东南亚                 南欧                   其他大洋洲国家 

北非              哥伦比亚              印度                   俄罗斯 

                    巴西                  中东                   土耳其 

                    其他中美国家                                   其他东欧公司 

                    其他南美公司 



 

  

 

   

 

 

 

 

 

 

 

 

 

 

 

 

 

 

 

 

 

 

 

 

 

 

 

 

 

 

 

 

 

 

 

 

 

 

 

 

 

 

 

 

 

 

 

 

□ A000500322 Hand whisks 

    手工打蛋器 

□ A000500324 Yogurt makers 

    酸奶机 

□ A000500326 Coffee, espresso machines 

        咖啡机 

□ A000500328 Coffee grinders 

        咖啡研磨机 

□ A000500330 Food processors     

食物加工机 

□ A000500332 Graters and peelers 

    擦菜板和削皮器 

□ A000500334 Tea machines 

    沏茶机 

□ A000500336 Toasters 

    烤面包片机 

□ A000500338 Vacuum packers/Foil welder 

    真空包装机、焊箔机 

□ A000500340 Waffle irons/waffle makers  

           华夫饼板、华夫饼机 

□ A000500342 Water cookers 

    电水壶 

 

□ A000500400 Sinks  

        水槽 

 

□ A000500402  Build-in sinks 

       嵌入式水槽 

□ A000500404  Flush mount sinks 

       冲洗水槽 

□ A000500406  Sink modules 

       水槽组块 

□ A000500408 Sink units 

       水槽 

□ A000500410  Undercounter sinks 

       台下水槽 

□ A000500412  Sink accessories 

       水槽配件 

 

□ A000500500  Kitchen taps and fittings 

                  厨房水龙头及配件 

 

□ A000500502  Drain Valves/overflow valves  

           排水阀/溢流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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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000500504 Shut-off valves/discharge valves 

    关闭阀/排出阀 

□ A000500506 Mixer taps 

    冷热水混合龙头 

□ A000500508  Rinsing taps 

    冲洗龙头 

 

□ A000500600 Finished worktops 

    成品台面 

 

□ A000500602 Concrete worktop 

    混凝土制台面 

□ A000500604 Genius stone worktops 

纯石料台面 

□ A000500606 Stainless steel worktops 

    不锈钢台面 

□ A000500608 Glass worktops 

    玻璃台面 

□ A000500610 Artificial stone worktops 

        人造石料台面 

□ A000500612 Plastic-coated worktops 

    涂塑台面 

□ A000500614 Solid-wood worktops 

    实木台面 

□ A000500616 Splash backs 

    防溅板 

□ A000500618   Composite material worktops 

    混合材台面 

□ A000500620   Other finished worktops 

    其他厨房台面 

 

□ A000500700   Equipment/accessories 

    设备及配件 

 

□ A000500702   Waste separation and disposal 

system             分类垃圾处理系统 

□ A000500704   Kitchen accessories 

    厨房组件 

□ A000500706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Control system       电子通讯及控制系统 

     

 

 

 

客户号： 

0 8 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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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000500708   Cookware and dishes 

    炊具及餐具 

□ A000500710   Kitchen textile 

    厨房布料 

□ A000500712   Air humidifiers/cleaners 

    空气加湿器和净化器 

□ A000500714   Clean and care products 

    清洁及护理产品 

□ A000500716   Railing system 

    栏杆系统 

□ A000500718   Other accessories 

                   其他配饰 

□ A000500800   Lighting 

    厨房照明 

 

□ A000500802   Workplace lighting 

                   操作台照明 

□ A000500804   Kitchen lighting 

    厨房照明 

□ A000500806   Lighting systems 

    照明系统 

□ A000500808   Other lightings 

    其他照明 

 

□ A000500900   Servies 

    服务 

 

□ A000500902  Consulting companies 

       顾问公司 

□ A000500904  Recycling and disposal 

                  回收及处理 

□ A000500906  Services and logistics 

                  服务及物流 

□ A000500908  Softwares/IT 

                软件 

□ A000500910  Packaging 

                包装 

 

□ A000600100  Contract business 

                合同交易 

 

□ A000600102  Educational companies 

                  教育公司 

□ A000600104  Office, administration 

                  办公及行政 

    客厅家具及组合家具 

 

□ A000100101 Unit furniture 

 

□ A000500106  Hotel/catering sector 

       酒店/餐饮行业 

□ A000600108  Hospital/sanatoriums 

       医院/疗养院 

□ A000600110  Lounge/reception 

       接待室/前台 

□ A000600112  Retirement homes 

       养老院 

□ A000600114  Wellness/spa 

                  理疗中心/spa 

□ A000600116  Others 

       其他 

□ A000600200  Information & organization 

       信息数据及组织机构 

□ A000600202  Trade fair companies 

       贸易公司 

□ A000600204  Associations 

       机构 

□ A000600206  Institutions 

       协会 

□ A000600208  Co-operations 

       合作方 

□ A000600210  Science and research 

       科研 

□ A000600212  Magazines and books 

       报刊及书本 

□ A000600300  Others 

                  其他 

□ A000600302  Specialized literature 

    专业文献 

□ A000600304  Data processing 

    数据处理 

□ A000600306  Service & logistics 

                  服务及物流 

□ A000600308  Associations, institutions, 

organizations   协会，机构，组织 

 

                 

客户号： 

0 8 9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