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法兰克福国际圣诞礼品世界展览会

展览日期： 2021 年 1 月 29 至 2月 2日 （星期五 – 星期二）

展览地点： 德国法兰克福展览中心

展览会简介：

德国法兰克福圣诞礼品世界展览会(Christmasworld)是该专业领域中最具影响力的国际性展览会。该展每年 1

月底在德国法兰克福展览中心会场举办。

上届展会 2020 年法兰克福国际圣诞礼品世界展览会于 2020 年 1 月 24 日至 1 月 28 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

福举行，吸引了来自 128 个国家的 43,945 名观众（其中 15,276 来自德国，其余的 28,669 名则来自海外），

以及来自 50 个国家的总共 1,091 名展商。这场引领国际季节性礼品贸易市场的盛会以大量观众，高度国际化趋势

以及顶尖展商的推动完美收官。

自 2019 年中国馆入驻 12.1 号馆以来，中国企业不断提升产品品质，展示自主设计产品，同时更加重视企业

整体形象宣传展示。近年随着中国参展企业在该展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主办方更加重视中国企业参加该展会，同

时愿意为中国企业进入欧洲市场搭建更为方便、快捷的贸易展示平台。

北京中展海外展览有限公司作为该展会的官方代理，已经连续组织中国企业参加该展会 25 年，2021 年我司继

续为中国参展企业及观展企业提供专业周到的服务，同时会为中国优质企业提供“创新之角”专区的展位申请服务。

申请企业资格：

1. 展品对路，有创新产品，且质量达到国际水准。

2. 产品无侵权现象。

3. 拥有自主品牌、研发团队并开拓内贸市场的企业优先分配展位。

4. 我公司仅接受企业的单独参展申请，参展面积不少于 12 平方米。

5. 请申请参展企业不要与其他企业共享所申请的展位。如发现此现象，我司将保留对该展位进行再分配的权利。

6. 我公司不接受中介公司的参展申请，敬请谅解。

7. 参展人员均使用因私护照办理出国手续。

参展手续

请报名参展公司在 2020 年 6 月 15 日前填写参展申请表后加盖公章后（以邮件 fuying@ciec.com.cn），并请在

提交表格同时支付摊位费用定金 30000 元人民币，并请及时回传贵公司付款水单，我公司在收到参展申请表及汇款

后将以会确认申请展馆信息并陆续下文通知其他有关参展事宜。

汇款帐号信息

收款单位：北京中展海外展览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展支行

银行账号：0200253009022100360 （ 请附言注明 “2021 法兰礼品展” ）

展会联系人

联 系 人： 陈单单

电 话： （0312）3339673 Q Q： 1963007097

网 址： www.ciec-overseas.com 邮 件: chendandan@ciec.com.cn

地 址： 北京北三环东路 6号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办公楼 529 室

邮 编：100028

附件 1参展申请表

附件 2展品范围目录表

http://www.ciec-overseas.com


附件 1： 2021 年法兰克福国际圣诞礼品世界展览会参展申请表
（截止日期： 2020 年 6 月 15 日 ）

申请参展面积 贵公司上届参展资料（供参考）

面积：

摊位号：

开面：

进深：

（最小申请面积为 12 平方米，开面： 米，进深： 米）

□ 平方米一面开展位，价格为 705 欧元/平方米

□ 平方米两面或两面以上开口展位，价格为 740 欧元/ 平方米

市场推广组合注册费：585 欧元/一年

报名组织费：2000 元人民币/公司

展品运输 □ 自主安排 □ 希望统一安排（我公司将提供相关服务）

参展人员行程安排 □ 自主安排 □ 希望统一安排（我公司将提供相关服务）

其他要求（如展位特装修等）

说明：

1． 参展申请表中所填公司有关信息完全属实，并是最新消息；

2． 请填表企业仔细阅读“申请’2021 年法兰克福国际圣诞礼品世界’展位的具体办法”，并完全同意其所有内容；

3 定金支付截止日期为 2020 年 6 月 15 号，摊位全款截止日期为 2020 年 7 月 15 日。逾期者视为自动放弃，我司

有权另行安排该展位。

□ 我公司所填有关信息完全属实，并是最新信息。

法人签字 ： 日期： 公司盖章：

请注意： 若贵公司条件齐备且通过审查与筛选，则摊位确认函、发票、图纸以及目录刊登表格将于 9 月底寄出，

届时请注意查收，如未收到可来电来函查询摊位申请情况。

我司将按照以下信息为贵司开具展位确认函及发票等文件。 请企业仔细核对，确保企业中英文名称务必与贵公司

公章名称完全一致。如有误，请更正！

企业中文名称

企业英文名称

企业中文地址

企业英文地址

邮政编码 网址

联系人 职位

电话 传真

手机 电子邮件

税务登记号 （确保真实准确）

邮寄地址

联络人 联络人电话

企业其他申请信息

企业其他申请信息 企业类别： □ 生产厂家 □ 贸易公司 □ 其他（请说明）主要产品（中文）：

1.___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___ 3.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要产品（英文）：1.___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___ 3.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册商标名称：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有无知识产权或质量认证： □无 □有 （请填写名称）

主要出口市场（请填写国家名称）：1.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_ 3.______________

贵公司年出口额： 万美元

是否参加过其他国际展览会 □ 无□ 有（请列举最近参加的 2 个展览会年份、名称） 年 展览

会 年 展览会



附件 2：法兰克福国际圣诞礼品世界展品范围目录表 参展企业所展出产品请务必保证在此表所列范围内！

（请标明贵公司参展产品所属类别，并写明该产品在贵公司全部参展产品中所占比例）

公司名称:

01000 Visual Merchandising & Light 视觉商品陈列和灯饰

______％ 01010 Shop/ window decoration 橱窗装饰品

______％ 01020 Mobile figurines 移动人像

______％ 01030 Shop and city lighting 商店橱窗和城市灯饰

______％ 01040 Consumer-Indoor and Outdoor lights 室内外装饰 灯

______％ 01050 Fireworks 焰火

______％ 01990 Miscellaneous 其他，请注明：

02000 Florists‘ requisites & Garden decoration 花艺和花园装饰

______％ 02010 Artificial flowers/plants 人造花/植物

______％ 02020 Artificial trees 人造树

______％ 02030 Wreaths/bouquets/hollow-ware 花环/花束/花器

______％ 02040 Natural materials 天然花艺产品

______％ 02050 Florists‘ requisites accessories 花艺周边产品

______％ 02060 Garden decoration 花园装饰

______％ 02990 Miscellaneous 其他，请注明：

03000 Ribbons and Wrapping 丝带与包装

______％ 03010 Ribbons 丝带

______％ 03020 Wrapping 包装用品

______％ 03990 Miscellaneous 其他，请注明：

04000 Candles and Fragrances 蜡烛与香熏

______％ 04010 Candles 蜡烛

______％ 04020 Candlesticks/-holders/-accessories 烛台/配件

______％ 04030 Fragrances 香熏

______％ 04990 Miscellaneous 其他，请注明：

05000 Christmas & Advent 圣诞节/降临节装饰品

______％ 05010 Tree decoration 圣诞树装饰物

______％ 05020 Figurines 小雕像

______％ 05030 Nativity scenes/accessories for nativity scenes 基督诞生情景

______％ 05040 Ethnic Art from the Erzgebirge (Ore Mountains) 中欧圣诞装饰物

______％ 05050 Advent items 降临节物品

______％ 05990 Miscellaneous 其他，请注明：

06000 Seasonal Decoration & Gifts 节庆装饰品和礼品

______％ 06010 Spring/Easter 复活节饰品

______％ 06020 Autumn/Halloween 万圣节饰品

______％ 06030 Party/Festive articles 宴会/节日用品

______％ 06040 Fabrics/accessories 纺织装饰品

______％ 06990 Miscellaneous 其他，请注明：

07000 Publishers & Associations 协会/出版社

______％ 3099.1 Publishers 协会

______％ 3099.2 Associations 出版社



参 展 规 则
1. 报名参展联络

本展览会为德国 法兰克福展览有限公司 （Messe Frankfurt Exhibition GmbH）

旗下品牌展览会。

主办单位：德国法兰克福展览有限公司

中国大陆参展报名受理单位：北京中展海外展览有限公司

咨询联络单位： 北京中展海外展览有限公司

电话：010-84600380（北京）

电子邮件：fuying@ciec.com.cn

2. 递交参展申请表

2.1 请务必如实、准确、完整地填写参展申请表；该表原件经签字、盖章，在

报名截止日期前递交至北京中展海外展览有限公司，方为有效。

2.2 申请表中填写的所有产品，以及派往展览会现场的参展人员，都必须完全

从属于申请参展的公司。

2.3 北京中展海外展览有限公司将以书面形式确认收到参展申请表，但这并不

代表确认申请者的最终参展。最终参展将以《参展确认函》为准。

2.4 如申请者在递交申请表后希望取消参展，将按照如下规则操作：

提出取消的时间

须支付的费用 - 截止日期前

- 展览会开幕 3 个月前 全部参展费用的 50％

- 展览会开幕 3 个月内 全部参展费用的 100％

3.展位分配

3.1 北京中展海外展览有限公司将按照参展申请表中所列参展产品名称及比例

分配相应展馆。

3.2 每个展位的最小面积不得小于 9 平方米；最小开口面不得小于 3 米。

3.3 如遇特殊原因，即使在发出参展确认后，主办单位及北京中展海外展览有

限公司仍有权改变展位的形状及位置。

4. 具有法律效力的参展确认

4.1 接受参展申请后，北京中展海外展览有限公司将向申请者发出《参展确认

函》，详细描述申请者获得的展位的具体信息。参展申请者即被确认为正式参

展企业。《参展确认函》被视为具有参展合同性质的法律效力，对于参展企业

及北京中展海外展览有限公司同时具有约束力。

4.2 《参展确认函》中确认的展位仅限于参展企业使用。将确认的展位部分或

全部的转让给第三方、在确认的展位内摆放或演示涉及第三方的产品或内容，

或者委托第三方人员为代表在确认的展位内参展，都会被视为严重违反主办单

位的规定。一旦发生上述情况，主办单位有权中止参展企业的参展行为。由此

引起的一切损失将由参展企业自行承担。

4.3 如参展企业希望更改其参展申请表中填写的欲展出的产品，应在展览会开

幕前至少 2 个月前通知北京中展海外展览有限公司，以便作出相应的调整；如

参展企业没有得到允许擅自更改了展品范围，主办单位有权中止该企业的参展

行为。由此引起的一切损失将由参展企业自行承担。

5. 付款条件

5.1 发出《参展确认函》的同时，北京中展海外展览有限公司将为参展企业开

据展位费用明细。参展企业须按照发票所列金额及币种，在截止日期前支付发

票所列费用，即将款项汇至北京中展海外展览有限公司账号，并将汇款底单传

真至北京中展海外展览有限公司 。

5.2 发票原件为北京中展海外展览有限公司为参展企业开据的、供财务部门使

用的、有关参展费用的唯一正式发票，如有遗失无法补开。因此请务必妥善保

管。

5.3 因汇款产生的银行手续费由参展企业承担。如因银行扣除手续费导致北京

中展海外展览有限公司收到的款项金额少于发票所列，参展企业应补足不足部

分。北京中展海外展览有限公司无法为补足银行手续费另外开据发票。

5.4 参展企业支付展位费用的时间以北京中展海外展览有限公司收到汇款时间

为准。如在发票上注明的截止日期前未收到有关费用，北京中展海外展览有限

公司有权中止其参展行为，并将其展位另行分配。由此引起的一切损失将由参

展企业自行承担。

5.5 如参展企业的参展行为产生其它额外费用，北京中展海外展览有限公司将

开据相应发票。上述条款（5.1 至 5.4）同样适用。

6. 《参展企业名录》的登录

6.1 每一家参展企业的基本信息都必须登录入展览会主办单位编制的《参展企

业名录》中，所产生的费用由参展企业承担。具体刊登内容及有关费用请参见

每个展览会的参展申请资料或《参展指南》。

6.2 如参展企业在规定的截止日期前未递交登录入《参展企业名录》的有关资

料，北京中展海外展览有限公司会将参展企业参展申请表中的信息登录入《参

展企业名录》。有关费用由参展企业承担。

6.3 主办单位及北京中展海外展览有限公司将完全按照企业提交的资料进行名

录刊登，没有义务对提交的资料进行任何修改。因此请慎重填写所有相关资料。

7. 展览会时间

7.1 展览会举办日期、每日开放时间等信息在参展申请表中说明。

7.2 如遇特殊情况，主办单位有权更改其旗下品牌展览会的举办日期、举办地

点、举办天数以及每日开放时间等。如发生上述更改，之前由主办单位或北京

中展海外展览有限公司签发的具有参展合同性质法律效力的文书将适用于新的

举办日期、举办地点、举办天数以及每日开放时间等。因上述更改造成的损失，

主办单位或北京中展海外展览有限公司均无法承担任何相关责任。

7.3 如由于主办单位自身之外的原因以及不可抗力导致展览会取消，北京中展

海外展览有限公司将发出正式通知。参展企业在收到正式通知后可以提出取消

参展。如由于非主办单位自身的原因以及不可抗力，导致参展企业在《参展确

认函》涉及的展位中的全部或部分参展行为收到影响，主办单位将全力寻求最

佳解决方案。但主办单位没有必须提供解决方案的义务。

8.展位的使用

8.1 无论参展企业因何种原因在报名和得到展位确认后不能参加有关展览会，

主办单位或北京中展海外展览有限公司均有权将展位再分配给其他企业。如该

展位最终无法再分配，有关该展位产生的所有费用均由该参展企业承担。 8.2

如已经确认的展位在展览会开幕前一天 18:00 前未经装修或使用，或展位内摆

放的产品与《参展确认函》中注明的产品不符，条款 8.1 同样适用。

8.3 参展企业的参展人员不得在展览会结束前（观众停止入场时间前）撤离展

位，或清除展位内的产品。否则主办单位或北京中展海外展览有限公司有权拒

绝该参展企业以后的参展申请。

9. 展览品

9.1 参展企业在展位内展出的产品必须在《参展确认函》中注明的产品范畴之

内。展出的产品不得用于交换其它展览品。

9.2 展出的产品应为全新的产品。只有在得到主办单位的许可后，参展企业才

可以在展位内现场制作产品。如需演示或试运行机器、电器、操作平台或仪器

设备等，参展企业必须遵守主办单位颁布的所有有关规定。

9.3 如不符合有关规定，主办单位有权立即制止任何违规的演示或展出行为。

10. 现场销售活动

10.1 禁止在展位内、展品上、《参展企业名录》中或展览会内的广告中以任何

形式标识产品的价格。

10.2 禁止在展览会内零售（包括现金形式）任何物品，包括展览品、食品、饮

料等，尤其在展览会最后一天。在展览会完全结束之后方可将展览品赠送给客

户。

10.3 如违反上述 10.1、10.2 条款，主办单位有权立即封闭有关展位，并拒绝

有关企业以后继续参展。由此引起的一切损失将由参展企业自行承担。

10.4 主办单位有权在法兰克福展览中心之内及其出口处，进行任何必要的检

查，包括人身检查及其携带物品的检查等。

11. 广告宣传活动

11.1 参展企业只能在自己展位界线内宣传自己的产品。

11.2 禁止参展企业未经允许派人在展位外进行宣传活动，包括在展馆通道、展

览中心内、展览中心临近地区以及展览会停车场等地点散发任何形式的资料。

11.3 参展企业经允许可进行的宣传活动请咨询法兰克福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及其北京办事处。

11.4 即使在自己展位内，以下宣传活动也是禁止的：

- 违反当地法律、法规、技术规定或风俗习惯的

- 涉及意识形态或政治范畴的

- 损害其他参展企业的，如：声音、发光、扬尘或污染地面等



- 妨碍观众参观，尤其是造成展馆内参观通道阻塞或妨碍展览会正常人员流动

的

- 用各类旗帜或横幅装饰展位

- 将有生命的动物作为参观对象的

- 任何宣传第三方（如宣传供应商、客户或其他公司名称）的

- 任何针对与本展览会有竞争性的展览会的宣传

- 任何违反官方机构规定、尤其是消防部门规定的

11.5 在特殊情况下，参展企业如需使用气球，必须经主办单位及地方市政消防

部门批准。

11.6 如需进行声、光演示，参展企业必须经主办单位书面批准方可在展位内操

作演示设备。请携带主办单位的书面批准至展览会现场，以便随时向检查人员

出示。影片、幻灯片、录影带或其它声光内容的演示必须在封闭的工作间内进

行。如需在展位内使用电视或电视墙，必须保证其安装位置距离观众通道 2 米

以上，并保证其观看者不会妨碍其他观众的通行。

11.6 如使用与展览会有关的数据、展览会或主办单位标识等，必须得到主办单

位的书面许可。否则主办单位将追究其法律责任。

11.7 只有主办单位的公关部门有权在展览会现场散发资料。参展企业只能在自

己举办的新闻发布会或自己的展位内散发资料。

11.8 如需演出音乐作品，请务必遵守当地音乐著作权法。如有违反，有关人员

将自行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11.9 如参展企业违反上述 11.1 至 11.8 条之规定，主办单位有权在无事先通

知的情况下，制止所有违反规定的行为、清除所有违反规定的物品，相关费用

全部由参展企业承担。

12. 影像和声音的复制

12.1 禁止在展览会上对展品及展位进行任何形式的影像或声音方面的复制。如

有违反，主办单位有权没收并保存载有被复制内容的介质，相关费用全部由参

展企业承担。主办单位授权的摄影师及经允许的新闻媒体的录制活动除外。

12.2 参展企业有权在展览会开幕期间对自己的展位及展品录像或录音。如需在

展览会开幕时间之外对自己的展位及展品录像或录音，参展企业必须最晚在展

览会开幕三星期前提出书面申请。

12.3 主办单位及其子公司有权对展览会、展位及展品的任何方面进行影像或声

音方面的复制。

13. 知识产权的保护

13.1 严禁参展企业有任何形式的侵犯其他参展企业已经注册的设计、商标或发

明专利的行为。如有违反，参展企业将自行承担一切法律责任。主办单位及其

子公司将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全力协助被侵权的参展企业采取保护其知识产

权的行动。如侵权行为属实，主办单位有权拒绝侵权企业以后的参展申请。

13.2 参展企业仍需自行承担保护自己产品知识产权的责任，尤其保护自己的展

位和展品在现场不被进行影像或声音方面的复制。

14. 禁止参展企业参展

14.1 如经德国法庭判决，禁止某参展企业继续提供产品或服务，并（或）禁止

进行相关广告宣传，而该企业拒绝执行法庭判决，主办单位有权禁止该企业参

加本届或以后的展览会，直至德国法庭解除对该企业的判决。一切有关的参展

费用均无法退回。

14.2 如参展企业违反的主办单位的规定，上述 14.1 条同样适用。

15. 免责条款

主办单位对参展企业的损失不承担责任，尤其是下列损失：

- 财产或经济损失 - 因火、水、爆炸、风暴、恐怖袭击等不可抗力造成的损失

- 因偷窃或供应突然中断（电、水、天然气等）造成的损失

- 由于参展企业自身原因造成的损失

- 公众造成的损失（如观众、其他参展企业、主办单位员工个人等）

- 因主办单位员工提供了错误的数据或文件造成的损失

16. 安全条款

16.1 参展企业必须遵守展览会举办当地警察、消防、医疗卫生、急救、贸易监

管、工程监管、主办单位及其子公司等各种机构的安全条例和法规。上述机构

的工作人员可以随时检查展位是否符合相关安全规定。参展企业必须配合上述

机构人员的工作，并服从他们的安排。

16.2 参展企业展位、展位内的设备、展品、现场人员的操作、搭建和拆除展位

工作等造成的任何人身、财产或经济损失，都将由参展企业自行承担

16.3 如在展位内向公众提供食品，参展企业必须对食品安全卫生负责。如需在

展位内安装供应饮料的设备，必须最迟在安装前 10 日向有关部门申请登记。

16.4 参展企业在展览会期间仍必须遵守有关劳动时间、孕妇保护、雇佣未成年

人等方面的法律、法规。

16.5 在展览会现场进行焊接、切割、熔化和碾磨作业之前，必须向主办单位的

有关部门提供所有安全证明，尤其是防火方面。

17. 保险主办单位不承担保险风险。建议参展企业办理足够的保险以承担可能

的风险。

18. 法律主张的执行参展企业的任何法律主张必须在展览会结束后 14 天内提

交给主办 单位。14 天之后的法律主张将不被考虑并失效。

19. 数据保护 在参展申请表中签字盖章后，申请企业即表示同意主办单位及其

子 公司以商业为目的存储、处理、使用及提供个人或商业数据。

20. 合同效力

20.1 签署主办单位或其子公司的参展申请表，即表明签署单位完全了解并同意

本参展规则的所有内容。本规则对签署方（包括其员工及代表）及主办单位及

其子公司同时具有合同性质的法律约束力。

20.2 完整的参展合同文件还包括：

- 参展申请表及有关该表格的所有说明

- 《参展指南》或《参展商手册》

20.3 此外，如果主办单位及其子公司书面形式正式通知参展企业还应遵守其它

法律法规，则涉及到的法律法规也应作为参展合同的一部分。

20.4 主办单位有权在特殊情况下更改、补充或放弃上述某些规定，但必须以书

面的形式通知参展企业。

20.5 如严重违反了当地的其它法律法规，主办单位有权立即封闭有关展位和驱

逐有关人员出场，并不做事先通知。

20.6 在哪一方可以进入和使用展览场地方面，主办单位是决定权的唯一所有

者。此规则同样适用于经参展企业授权的第三方。

法兰克福展览有限公司 2005 年 5 月

声明：我公司已仔细阅读此规则，并将完全遵守所有规定

公司 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负责人签字：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盖 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