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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衡协 [2020] 11 号 

关于举办《2021 中国国际衡器展览会》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了积极开展国内外衡器企业间的科学技术交流与合作，促进国内外贸易发

展，进一步加快我国衡器工业发展的步伐，按照中国衡器协会理事会“每年举办

一次<中国国际衡器展览会>，单数年在上海举办，双数年在上海地区以外的城

市举办”的决议，经报国家商务部批准，由中国衡器协会主办的《2021 中国国

际衡器展览会》定于 2021 年 9 月 22 日-24 日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N1、N2、

N3 号展馆举办。 

现将本届展览会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展出范围与内容 

各种非自动衡器、自动衡器，天平，称重传感器，称重显示控制器，称重系

统及相关检测仪器、仪表，砝码，元器件、材料等。 

二、展出形式 

以展出实物为主，大型的展品可以是图片或模型。 

三、展览会期间举办的相关活动 

 第二十届称重技术研讨会； 

 衡器新技术、新产品发布会； 

 中国衡器协会理事会会议； 

 邀请重点的衡器用户行业，召开产品推介、研讨会议； 

 中国衡器协会技术专家委员会、全国衡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等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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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 

四、展览会时间、地点和展馆基本情况 

1、展览会时间 

2021 年 9 月 20 日-21 日布展；9 月 22 日-24 日展出（24 日下午撤展） 

2、展览会地点：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N1、N2、N3 号展馆（地址：上海市

浦东新区龙阳路 2345 号） 

3、展馆介绍：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SNIEC）拥有 17 个单层无柱式展厅，

室内展览面积 20 万平方米，室外展览面积 10 万平方米。每年举办约 100 余场知

名展览会, 吸引 400 余万名海内外客商，已成为世界上举办各类大型国际展会的

重要平台。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周边聚集有浦东嘉里酒店、卓美亚喜马拉雅酒店、永达

大厦、紫竹大厦、联洋广场、大拇指广场等国际化大型综合性商业项目。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拥有最现代和最快捷的交通链接。乘坐地铁 7 号线至花

木兰站下，可直达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该站紧邻 N1 号展厅。此外，大型交通

枢纽中心——龙阳路站距离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仅 600 余米，地铁 2 号线、地铁

7 号线、磁悬浮列车、以及多条公交线路交汇于此。 

五、展位费标准 

标准展位（3m×3m）: 中国衡器协会会员单位每个 9000 元；非会员单位每

个 11500 元。 

光地展位：中国衡器协会会员单位 950 元/平方米；非会员单位 1200 元/平方

米。 

费用包括：场地，展架（标准展位），展览会宣传，会刊，安全保卫、消防、

清洁卫生和开幕式等项费用。 

注：（未缴纳 2019 年、2020 年会费的会员单位按非会员标准缴费）。 

以上收费标准只限于在国内注册的参展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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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定金：每个展位 2000 元。（在展位被确认保留后 5 个工作日内交纳）。 

展位配置： 

每个标准展位（3m×3m）提供铝合金框架、三面墙板、地毯、二支射灯、

一张咨询桌、两把椅子、写有参展商名称的中英文楣板及一个 220V/500W 交流

电源插座。如还需其它展具，可向本届展览会主场服务商租赁，费用自理。 

光地展位只提供展览面积，不含任何配置。参展商（或其委托的搭建商）须

在光地展位上进行展位装修（特装），展位装修之前须向主办单位指定的主场服

务商办理电源租用和特装展位设计和安全审查手续，还须办理施工手续并交纳施

工管理费、施工押金等。 

六、展会会刊 

1、中国国际衡器展览会的会刊，已于 2003 - 2020 年出版十八期，会刊已在

对内、对外信息交流中发挥了很好的宣传作用，积极有效地展示了企业的良好形

象。 

2、会刊免费为每个参展单位提供一页（A4）黑白宣传页，刊登参展厂商的

名称、通讯联系方式和企业及产品的简要介绍，并可附企业形象或主要产品的图

片。如参展企业需要增加页面，每增加一页须缴费 400 元，但每个单位最多安排

4 页。 

3、出于国际交流的考虑，会刊黑白宣传页全部采用中、英文对照排版。因

此要求企业在提供中文资料的同时，提供英文对照资料。如企业提供英文资料有

困难，也可只提供中文资料，由展览会办公室委托翻译公司翻译，翻译费用为每

页 300 元。 

4、会刊上作彩色宣传图页、整版版面尺寸为 28.5cm×21cm。整版收费标准：

封面 15000 元，封底 10000 元，封二 6000 元、封三 5000 元，插页 3000 元。彩

色宣传图页由参展单位提供设计文件。会刊封面原则上只安排给中国衡器协会副

理事长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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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会刊刊登内容须符合广告法的有关规定。 

6、会刊黑白宣传版位的文字、图片的排版设计、校对等工作由展览会办公

室统一负责，小样将返回各参展单位审阅确认。 

7、会刊黑白页的有关资料请各参展单位抓紧时间准备，并尽快提供电子文

档给展览会办公室，报送截止时间为 2021 年 5 月 31 日。要求在会刊上刊登彩色

宣传图页的单位，请在“<2021 中国国际衡器展览会>参展申请表”中注明，并

请将设计稿文件在 2021 年 6 月 30 日前提交给展览会办公室。 

七、关于展位确定原则 

1、大摊位优先原则 

（1）主办单位于 2020 年 12 月定向通知在 2019 年或 2020 年展会上展位面

积 72 平方米以上的参展单位，对确认仍报名参展本届展会并且展位面积仍申请

72 平方米以上的参展单位，优先安排展位； 

（2）2021 年 1 月 16 后，在中国衡器协会网站（www.weighment.com）上逐

步发出通知，按顺序为申请 8 个以上展位、6 个以上展位、4 个以上展位的参展

单位安排展位； 

参加以上提前预选展位的参展单位，申请展位时不允许几个单位搭伙申报，

展览会主办单位在展会会刊和其他宣传资料中只按报名参展单位名称刊登；提前

预选展位如无正当理由又要求减少展位数量的，下届展会不再优先安排展位，并

且原选展位位置将被全部取消，如需参展，请在 2021 年 2 月 1 日后，参加按报

名先后顺序安排展位。 

2、连续参展优先原则：在申请展位数量相同的情况下，参展了上届展会的

参展单位优先安排展位。 

3、协会任职顺序原则：在申请展位数量相同的情况下，按中国衡器协会副

理事长单位、常务理事单位、理事单位、会员单位顺序安排展位。 

4、按报名申请先后顺序原则：2021 年 2 月 1 日在中国衡器协会网站



5 

 

(www.weighment.com)上公布展位的动态示意图，之后按报名先后顺序安排展位。 

八、申请参展程序及注意事项 

1、在 2021 年 2 月 1 日之前，主办单位将按照“展位确定原则”中的“大摊

位优先原则”提前安排大摊位展位。 

2、定于 2021 年 2 月 1 日在中国衡器协会网站（www.weighment.com）上公

布展位的动态示意图。凡申请参展的单位可对照展位图预选展位，请填写“<2021

中国国际衡器展览会>参展申请表”（见附件 1），提出希望安排的展位号，传真

至展览会办公室，并立即电话联系，经确认后尽快将展位定金汇至展览会承办单

位，并传真汇款凭证。参展单位报名 5 个工作日后，展览会承办单位如仍未收到

展位定金则不再保留其预订展位。参展费余款须在 2021 年 5 月 15 日前缴纳，逾

期将视为放弃已预定的展位，已经交纳的定金不能退还。 

展览会办公室收到参展申请表并且收到展位定金后即在中国衡器协会网站

(www.weighment.com) <2021 中国国际衡器展览会>参展企业名录上予以公布。 

注：2021 年 5 月 1 日以后报名参展的单位需缴纳全款后方可确认展位。 

3、参加新技术、新产品发布会的单位，请填写“衡器新技术、新产品发布

会申请表”（见附件 2），传真至展览会办公室，汇总后由主办单位统一安排具体

时间。 

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部门对国际展览会的有关

规定，为了维护参展企业的合法权益和展览会的声誉，要求参展的法定计量器具

产品应取得“计量器具型式批准证书”。非中国衡器协会会员单位参展须提供“工

商营业执照”和“计量器具型式批准证书”复印件。 

5、本届展览会是专业的衡器产品展览会，参展单位不得展出超出本通知第

（一）项所规定的展出范围与内容的展品。 

6、如发现展出与衡器产品无关的展品或假冒商标和伪劣产品的、侵犯他人

知识产权产品的，由参展单位承担全部责任。主办单位将请其撤出展览会，不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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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费。 

7、展览会办公室将给参展单位邮寄<参展商手册>，规定主场服务商、运输

服务商、参展注意事项、参展证件领取、展品运输、展位搭建安全审查和施工手

续、施工管理费、施工押金、展具租赁、广告服务、住宿、交通等事宜。 

8、为了加强展会的知识产权保护，维护展会的正常秩序，推动衡器展览会

的健康发展，在《2021 中国国际衡器展览会》期间，将严格执行商务部、国家

工商总局、国家版权局、国家知识产权局 2006 年第 1 号令发布的《展会知识产

权保护办法》。拟在展会期间设立知识产权投诉机构，请展会举办地知识产权行

政管理部门派员进驻，依法对侵权案件进行处理。各参展单位应当合法参展，不

得侵犯他人知识产权，并应对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或司法部门的调查予以配合。 

9、参展单位报名后退展或减少已定展位，展位费扣除标准：距开展日期六

个月以上，扣除展位定金（每个展位 2000 元）；距开展日期六个月以内，四个月

以上，扣除 50%；距开展日期四个月以内，一个月以上，扣除 90%；距开展日

期 1 个月以内，扣除 100%。 

10、如遇不可抗力事件造成本届展会无法如期举办，主办单位应另行安排展

览地点和展览日期，参展单位不得据此要求退展。 

九、展览会办公室 

本届展览会办公室设在中国衡器协会，并由北京万象空间展览有限公司、北

京万象时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负责承办，有关参展费用请按汇款通知汇给两公司

之一。 

主办单位及承办公司地址：北京市北三环西路 43 号青云当代大厦 806 室 

邮政编码：100086 

联系电话：参展事项：010-62115995 

    会刊制作：010-62116032    财务：010-62115985 

传    真：010- 62117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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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信箱：cwia@interweighing.com 

收款单位 1：北京万象空间展览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北京银行双榆树支行   （行号：313100000423） 

银行帐号：01090321000120109645192 

收款单位 2：北京万象时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北京银行双榆树支行   （行号：313100000423） 

银行帐号：01090321000120109650172 

展览会的有关信息，各单位可随时查阅中国衡器协会网站。 

网址：www.weighment.com 

 

附件： 

1、《2021 中国国际衡器展览会》参展申请表（请从 www.weighment.com 下载） 

2、衡器新技术、新产品发布会申请表（请从 www.weighment.com 下载） 

3、《2021 中国国际衡器展览会》展位示意图（见 www.weighment.com） 

 

 

中国衡器协会 

2020 年 10 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