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 年英国伯明翰秋季消费品博览会(Autumn Fair) 

秋季“中国品牌商品欧洲展” 

 

根据商务部外展安排，商务部将于 2016 年 9 月在英国
伯明翰秋季消费品博览会(Autumn Fair)期间举办秋季“中国
品牌商品欧洲展”。现将有关情况介绍如下。 
一、 展览会名称：2016 年秋季中国品牌商品欧洲展 

英文名称：European Showcase for Brands of China 2016 
二、 展览时间：2016 年 9 月 4 -7 日 
三、 展览地点：英国伯明翰国家展览中心 
四、 广东省独家合作机构：广州潮域展览有限公司 

广东进出口商会展览部 
五、 展出内容：家庭用品、家用纺织品、床上用品、小家

电、家庭及园艺品、美容产品、厨房用品、礼品、首饰、
珠宝、体育用品、玩具、画、钟表、美术陶瓷、日用陶
瓷、玻璃器皿、塑料制品、木制品、家具、镜框、贺卡、
文具、手工艺品、箱包、皮革制品、服装饰品等。 

六、 展览规模（2015 年秋季）：展出面积近 4 万平方米，展
商 1400 家（40 个国家地区），来自 84 个国家 28000 名
贸易观众 

七、 展会筹备工作进度时间安排： 
1、2016 年 6 月 1 日前：有意向参展单位上报《出国人员
情况登记表》、《参展申请表》、《参展展品申报表》，再由
主办方统一上报贸促会人员复核； 
2、2016 年 7 月初：下发出国任务批件、任务通知书及办
理相关出国手续所需资料； 
3、2016 年 7 月 7 日：展品在上海指定仓库入库； 
4、2016 年 7 月初：开始办理赴英国签证； 
5、2016 年 9 月 4-7 日：展览会； 
6、2017 年 9 月 5 日：举办“中国品牌商品欧洲展”开幕
式等活动； 
7、2015 年 9 月 2 日-9 月 12 日：境外办展。 
报名截止日期：2015 年 6 月 1 日 
展览会简介：英国伯明翰国际博览会始办于 1976 年，每

年举办春秋两届。已举办 72 届，是当地历史悠久、具有影响



力的展会。该博览会参展商遍布世界各地，是世界上最好的工
艺品及消费品类专业博览会之一，展出面积最大为 18 万平方
米。该博览会展品展区分类专业具体，几乎囊扩了全部礼品及
消费品行业的产品。 
2015 秋季展就有来自近 80 个国家的企业参展，专业观众
28,000 多人。 

附件 1：《2016 年英国“中国品牌商品欧洲展”费用预
算表》 

附件 2：《2016 年英国“中国品牌商品欧洲展”参展申
请表》 

附件 3：《2016 年英国“中国品牌商品欧洲展”参展展
品申报表》 

附件 4：《2016 年英国“中国品牌商品欧洲展”人员报
名表》 

注：在开展前 3 个月以内，参展企业由于自身原因不能
参展，恕不退还已发生的直接费用，如展位费、签证费等。  
八、 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广东进出口商会 
联系人：蔡吉  18927500415 
地  址：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 774号 518房 
电  话：020-87337201 
传  真：020-87337406 
E-mail:gdccie@163.com 
 

 
                                   

2015 年 11 月 



附件 1： 

费 用 项 目 单  位 企业承担金额 

展 

位 

费 

展位费（含报名费、服务费、光地费、

标准展位装修费及水电、垃圾、清洁、

保安等各种杂费） 

展位/9平 29500 元（5 号馆，中国展区） 

中心展区、咨询台及贵宾休息室整体

布展材料运费及布展费 
  

展 

品 

运 

费 

去程展品和搭建材料集货费、运保费

和报关费 
展位 

免 1 立方米去程运费，超出 1立

方米按 3000 元/立方米收取 

回程展品仓储费、运保费和报关费 立方米 4000 元人民币 

关税和销售税保证金  展品 CIF 价的 40% 

广 

告 

宣 

传 

费 

1、系列广告和推广活动费用  

 
2、会刊、请柬、礼品等制作费  

3、客户邀请、英协办单位招商费用  

2、会议文件和茶歇  



2016 年英国“中国品牌商品欧洲展”参展合同（兼展位申请表） 
＊以下各项信息请填写完整 

展览会名称: 2016年英国“中国品牌商品欧洲展”(European Showcase of Brands of China 2016) 

展出地点: 英国伯明翰 展出时间：2016年 9月 4日-7日 

在外天数:  11天 展出天数: 4天 

展

览

费

用 

摊位费：29500元/9平方米展位 

（含报名费、服务费、光地费、标准展位装修费及水电、垃圾、清洁、保安等各种杂费） 

出国展品集货费，仓储费，运杂费，海运费（单程）：每展位免 1立方米去程运费（超出 1立方米

部分按照 3000元/立方米收取） 

展品关税：展品 CIF价的 40% 

签证费： 元/人 

境外生活费 1）全程：      元/人；2）展期：      元/人 

申请摊位:                                个 参展人员:         人(每摊位原则上不超过 2人) 

联系人姓名： 联系人职务： 

联系人电话： 联系人传真： 

联系人手机： 联系人 QQ： 

联系人邮箱： 网址： 

主要展品 中文： 

英文： 

出国任务通知书

主抄送单位(如不

需我公司代办出

国手续，则不填此

栏) 

 

甲方 乙方 

广东进出口商会 

地址: 广州市东风东路 774号 518房 

联系人：蔡吉 

电话：020-87337201 

传真：020-87337406 

Email: gdccie@163.com 

收款单位：广东进出口商会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广州东山支行  

人民币账号：6756 6138 7880  

请于 2016年 6月 30日前报名，汇款时请注明“2016

年英国品牌展”并传真银行底单至甲方单位。 

单位名称: 

英文名称： 

地址: 

英文地址: 

邮编: 

电话: 

传真: 

EMAIL： 

联系人: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本合同经双方盖章确认后即开始具有法律效力。 

mailto:83299970@qq.com


附件 3：  

2016 年英国秋季“中国品牌商品欧洲展”参展展品申报表 

 

参展单位： 

希望公司展位被划分到的区域（每家参展企业只能选择一个）： 

□厨房，餐厅及家庭用品馆；□家居室内装饰和家具馆；    □贺卡、文具及礼品馆； 

□时尚首饰及配饰馆；      □儿童礼品，玩具及工具馆；  □兴趣，艺术品，手工艺品馆； 

□礼品馆（综合馆）；       □身体护理，沐浴和家居香薰馆 

展品准确名称 
展品品牌 

（中英文） 
展品数量 展品尺寸 备注 

 

 
    

 

 
    

 

 
    

 

 
    

 

 
    

 

 
    

 

 
    

 

 
    

 

 
    

 

 
    

请将此表于 2016 年 6月 30日前传真至广州潮域展览有限公司，并将本公司中英文简介、联系

方式(中文 150字，英文 100个单词以内)、企业标识、产品标识或注册商标 email至我会。 

广东进出口商会 

地址: 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 774号 518房 

联系人：蔡吉 

电话：020-87337201 

传真：020-87337406 

Email:gdccie@163.com 

 



附件 4：  

2016 年英国“中国品牌商品欧洲展”人员报名表 

单位名称（中文）： 

单位名称（英文）： 

姓名： 拼音： 性别：□男 □女 

出生年月日： 出生地： 

护照号（或身份证号）： 护照到期日： 

家庭地址（中文）： 

家庭地址（英文）： 

单位电话： 单位传真： Email: 

姓名： 拼音： 性别：□男 □女 

出生年月日： 出生地： 

护照号（或身份证号）： 护照到期日： 

家庭地址（中文）： 

家庭地址（英文）： 

单位电话： 单位传真： Email: 

姓名： 拼音： 性别：□男 □女 

出生年月日： 出生地： 

护照号（或身份证号）： 护照到期日： 

家庭地址（中文）： 

家庭地址（英文）： 

单位电话： 单位传真： Email: 

请将此表于 2016 年 6月 30日前传真至广东进出口商会。 

上述内容为办理赴英邀请函的参考材料，请务必完整并准确填写，并与护照保持一致，没有护

照号的请填写身份证号码。 

广东进出口商会      地址: 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 774号 518房 

联系人：蔡吉  电话：020-87337201    传真：020-87337406 

Email:gdccie@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