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 1

2019 中国包装容器展参展申请表
公司名称
联系人

职位

电话

邮箱

预订展位类型

□ A区

□ B区

□ 光地

预订展位面积

□ 标准展位

特殊要求备注

展位类型
36-89 平米
光地

90-119 平米
120 平米以上

标准展位

3m×3m/个；

注释：
（1）光地最小租用面积为 36 平方米；
（2）标准展位的面积为 9 平方米（3m×3m）
；
（3）标准展位基本配备：2 把折椅，1 张问讯桌，9 块层板，标有中英文公司名称的
2.5 米高楣板 1 块，围板，满铺地毯，2 只射灯和 1 个 10 安培/220 伏电源插座；

联系人：
刘志岩 电话：021-22317101 传

真：+86-21-22317183

手机：186 2187 6801 邮箱：judie.liu@reedexpo.com.cn

2019 中国包装容器展 价格表

附件 2

（2019 年 4 月 8-10 日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PACKCON 2019 展位类型

价格

A区

9 平米(3m*3m)

15,000 RMB/9 平米

B区

9 平米(3m*3m)

12,000 RMB/9 平米

36-89 平米

1,500 RMB/平米

90-119 平米

1,450RMB/平米

120 平米及以上

1,300 RMB/平米

36-89 平米

1,200 RMB/平米

90-119 平米

1,150 RMB/平米

120 平米及以上

1,100 RMB/平米

标摊

A区
光地
B区

展位

2018 年 6 月 1 日-8 月 31 日

2018 年 9 月 1 日-11 月 30 日

9折

9.5 折

折扣

2018 年 12 月 1 日
-2019 年 4 月 10 日
原价

*A 区，B 区请参考 2019 中国包装容器展展位图，上述价格已含税

参展细则
1． 填好参展申请书，经盖章签字认可后传回主办机构。
2． 主办机构将按照“先申请，先安排，先付款，先确认”原则安排展位，展位确定后签订《参展协议》
3． 在协议签订后七日之内，将参展定金电汇至主办机构，定金收到后予以最终确认参展展位。否则，展位将不予保留。

第二次付款

第一次付款
签约时间

2019 年 1 月 10 日前（含）
2019 年 1 月 10 日后

比例

付款时间

比例

付款时间

40％

签约后 7 天内

60％

2019 年 1 月 10 日前付清

签约后 3 个工作日内一次付清所有款项。

附件 3

历届参观企业名单（部分）

食品、饮料
雀巢（中国）有限公司
统一企业投资有限公司
杭州娃哈哈集团
内蒙古蒙牛乳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太太乐食品有限公司
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
亿滋国际集团
百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天喔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喔喔（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旺旺控股有限公司
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好时(中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好佳(中国)有限公司
益海嘉里投资有限公司
广东喜之郎集团有限公司
亨氏(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华润怡宝食品饮料有限公司
康师傅饮品投资有限公司
箭牌糖果（中国）有限公司
不凡帝范梅勒糖果有限公司
江苏恒顺醋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粮海优（北京）有限公司
香飘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徐福记国际集团
日清食品有限公司
雅士利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双汇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郑州思念食品有限公司
湖北良品铺子食品有限公司
湖南绝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海底捞餐饮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达利食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景田食品饮料有限公司
日化
宝洁（中国）有限公司
联合利华研究发展中心
强生（中国）有限公司
雅芳（中国）有限公司
雅诗兰黛(上海)商贸有限公司
欧莱雅（中国）有限公司
上海白猫专用化学品有限公司
上海美加净日化有限公司
恒安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花王有限公司
上海相宜本草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曼秀雷敦药业有限公司
北京大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狮王日用化工有限公司
安利(中国)研发中心有限公司
纳爱斯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绿伞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卡姿兰集团（香港）有限公司
养生堂朵而女性生活用品有限
公司
安利(中国)研发中心有限公司
柳州两面针股份有限公司
3M 中国有限公司
玫琳凯(中国)化妆品有限公司
广州薇美姿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宝臣日化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蓝月亮有限公司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电子家电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富士康科技集团
美的集团
海尔电器集团有限公司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苹果采购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小米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三星电子
飞利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维沃移动通信有限公司
西门子股份公司
上海巨翰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公牛集团
创维集团有限公司
无锡中太服务器有限公司
联想（北京）有限公司
深圳市金立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海信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申乐电子有限公司
厦门鑫晟视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至卓兴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辉烨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台宏广硕电子有限公司
中山市格美通用电子有限公司
广东欧珀移动通信有限公司
电商物流
菜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京东
一号店

唯品会
亚马逊
顺丰集团
德邦物流有限公司
上海安鲜达物流科技有限公司
日用品
乐扣乐扣贸易有限公司
膳魔师（江苏）有限公司
乐高集团
上海双立人亨克斯有限公司
多喜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金佰利（中国）有限公司
美泰玩具技术咨询（深圳）有限
公司
华特迪士尼（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得力文具有限公司
上海比瑞吉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宁波市江东富翁岛礼品商行
特力（中国）商贸有限公司
东莞市华乐玩具礼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厚街新力工艺品厂
东莞市同创塑胶工艺礼品厂
东莞市启星礼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和孚毛绒玩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塘厦佰峰礼品制品厂
东莞市多好工艺礼品贸易有限
公司
东莞市大千礼品有限公司
奥美嘉礼品有限公司
广东文一朝阳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省广州市新立达箱包实业
有限公司
广城礼品有限公司
广州世珍礼品有限公司
东莞兴程工艺礼品厂
医药保健
葛兰素史克（中国）有限公司
上海雷允上药业西区有限公司
江西汇仁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天狮集团
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养生堂有限公司
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药集团
广州白云山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太极集团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