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ORM A2 - RHE 2022 展位订购表

Sep 30 - Oct 2, 2022 | Toronto, Canada
Le Parc Conference and Banquet Centre

参展商信息

帐单信息

发票将根据以下信息内容。

联系人： 电话： 手机：

电子邮件：

企业名称：

地址： 微信：

提供有效电子邮件地址，用于接收所有重要消息，包括发票、截止日期提醒、以及房博会相关须知等。

第一联系人信息 同上

此负责人主要与主办方沟通并接收所有必要信息、以及递交材料等

联系人： 电话： 手机：

电子邮件： 微信：

提供有效电子邮件地址，用于接收所有重要消息，包括发票、截止日期提醒、以及房博会相关须知等。

第二联系人信息

此负责人主要与主办方沟通并接收所有必要信息、以及递交材料等

联系人： 电话： 手机：

电子邮件： 微信：

提供有效电子邮件地址，用于接收所有重要消息，包括发票、截止日期提醒、以及房博会相关须知等。

企业名称

此名称将显示在 楣板 和 大会平面图 上。

从以下选项中择一

和帐单信息相同

如其他，请在下方空白处填写（可包含贵公司中文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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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价格

花园展位

基本配置 组合 A

展位类型 描述 单价 数量 展位号 组委会使用

基本配置
生态自然背景，天然阳光
◆ 1x 六尺长桌子配桌布
◆ 2x 椅子

$6,000.00

组合 A 基本配置加上：
◆ 1x 拉网式展架 10' x 7.5' *** 买断式价格 *** $8,100.00

精品展位 10' x 10'

基本配置 组合 A 组合 B

展位类型 描述 单价 数量 展位号 组委会使用

基本配置

双开口铝料展台结构搭建
◆ 2x 加高门头
◆ 4x 射灯
◆ 1x 六尺长桌子配桌布
◆ 1x 圆桌
◆ 5x 椅子

$4,200.00

组合 A 基本配置加上：
◆ 2x 个性化楣板设计喷绘

$4,360.00

组合 B
基本配置加上：
◆ 2x 个性化楣板设计喷绘
◆ 6x 背板全彩喷绘

$6,0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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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价格

通道展位 10' x 10'

基本配置 组合 A

展位类型 描述 单价 数量 展位号 组委会使用

基本配置
无结构展位，门口处位置
◆ 1x 六尺长桌子配桌布
◆ 2x 椅子

$3,600.00

组合 A 基本配置加上：
◆ 1x 拉网式展架 10' x 7.5' *** 买断式价格 *** $5,700.00

双开口展位 10' x 10'

基本配置 组合 A 组合 B

展位类型 描述 单价 数量 展位号 组委会使用

基本配置

双开口铝料展台结构搭建
◆ 4x 射灯
◆ 1x 六尺长桌子配桌布
◆ 2x 椅子

$3,600.00

组合 A 基本配置加上：
◆ 2x 个性化楣板设计喷绘

$3,760.00

组合 B
基本配置加上：
◆ 2x 个性化楣板设计喷绘
◆ 6x 背板全彩喷绘

$5,4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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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价格

升级展位 10' x 10'

基本配置 组合 A 组合 B 组合 C

展位类型 描述 单价 数量 展位号 组委会使用

基本配置

单开口升级铝料展台结构搭建
◆ 2x 射灯
◆ 1x 六尺长桌子配桌布
◆ 2x 椅子

$3,000.00

组合 A 基本配置加上：
◆ 1x 个性化楣板设计喷绘

$3,080.00

组合 B
基本配置加上：
◆ 1x 个性化楣板设计喷绘
◆ 3x 背板全彩喷绘

$3,920.00

组合 C

基本配置加上：
◆ 1x 个性化楣板设计喷绘
◆ 5x 背板全彩喷绘
◆ 2x 侧板全彩喷绘

$4,700.00

单开口展位 10' x 10'

基本配置 组合 A 组合 B 组合 C

展位类型 描述 单价 数量 展位号 组委会使用

基本配置

单开口升级铝料展台结构搭建
◆ 2x 射灯
◆ 1x 六尺长桌子配桌布
◆ 2x 椅子

$2,500.00

组合 A 基本配置加上：
◆ 1x 个性化楣板设计喷绘

$2,580.00

组合 B
基本配置加上：
◆ 1x 个性化楣板设计喷绘
◆ 3x 背板全彩喷绘

$3,420.00

组合 C

基本配置加上：
◆ 1x 个性化楣板设计喷绘
◆ 5x 背板全彩喷绘
◆ 2x 侧板全彩喷绘

$4,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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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价格

标准展位 10' x 10'

基本配置

展位类型 描述 单价 数量 展位号 组委会使用

基本配置
标准布结构搭建
◆ 1x 六尺长桌子配桌布
◆ 2x 椅子

$2,200.00

噴繪須知

组合中的喷绘设计一律由客户提供档案，包含：

● 10' x 7.5' 拉网式展架

● 个性化楣板设计喷绘

● 背板全彩喷绘

● 侧板全彩喷绘

档案依照以下要求制作：

● 最低分辨率: 150 dpi
● 文字必须转曲，图片必须嵌入

● 文档格式: JPG

参展商指定承包商

主办方允许参展商指定承包商 (EAC) 提供以下服务：展位安装/拆卸协助、视听设备、摄影、植物和花卉布置、主持人。详细规定，请仔细阅读《参展商手
册》。请在 move-in 日前 60天 开始提交您展位设计图和渲染图、EAC 表格、保险保单（COI）

发送电子邮件至 info@jadedisplays.ca 以获得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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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款方式

选择一：支票付款

公司名称： Jade Expo Ltd.
公司地址： 250 West Beaver Creek Rd, Unit 5, Richmond Hill, ON L4B 1C7, Canada

选择二：银行汇款

收款银行： RBC Private Banking
SWIFT代号： ROYCCAT2
收款公司名： Jade Expo Ltd.

分行号码： 08942

帐号： 1000165

银行号码： 003

收款银行地址： Suite 1000, 200 Bay Street South Tower, Toronto, ON M5J 2J5

1. 请依据付款通知单上的时间内完成付款。

2. 逾期付款可能会导致预订展位被取消。

3. 在任何情况下，所有付款均不予退还。

我已经认真阅读了付款须知，并认同其条例。 签名: 日期:

授权须知（请认真阅读）

我确认以下内容并同意加中房地产家居博览会（RHE）的主办方 Jade Expo Ltd. 进行以下操作：

1. 我将遵守加中房地产家居博览会展商手册各项规定，同时遵守安大略省的职业健康与安全方案及其适用的法规，确保所有员工和第三方承包商在搭
建及拆管期间穿戴合格的安全配备进行现场施工。如在现场施工中出现任何事故，由我方自行承担。

2. 通过电子邮件与我联系，其内容包括：合同，有关参展的信息，参展商信息和活动通讯。展会期间，我完全服从展会运营单位的各项管理，并积极配合
相关工作。

3. 会与指定供应服务商分享我的联系信息，从而确保我能在展期得到最优质的服务，这些供应商的服务包括但不限于：展会网站、展会指南、平面设计、
电力供应、业广告、大众广播、微信公众号等。

授权人签名: 拼写名字: 日期:

请填写和指定位置签名，并将副本发送至：info@jadedisplays.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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