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ORM C - RHE 2022 家具租赁订购单

Sep 30 - Oct 2, 2022 | Toronto, Canada
Hilton Toronto / Markham Suites Conference Centre | 8500 Warden Ave, Markham, ON L6G 1A5

问询桌 高30寸(75厘米) - 半封板 问询桌 高39寸(100厘米) - 全封板

产品编码 JD-F-01 产品编码 JD-F-08

展前价格 $120.00 展前价格 $180.00

截止日期后价格 $180.00 截止日期后价格 $270.00

30寸 (75厘米)高问询桌，全封板

高x宽x深: 30寸 x 37寸 x 18寸

(75厘米 x 95厘米 x 45.5厘米)

40寸 (100厘米)高问询桌，半封板

高x宽x深: 40寸 x 37寸 x 18寸

(100厘米 x 95厘米 x 45.5厘米)

问询桌 高30寸(75厘米) - 全封板 问询桌 高39寸(100厘米) - 拉门式锁柜

产品编码 JD-F-02 产品编码 JD-F-10

展前价格 $150.00 展前价格 $210.00

截止日期后价格 $225.00 截止日期后价格 $315.00

30寸 (75厘米)高问询桌，半封板

高x宽x深: 30寸 x 37寸 x 18寸

(75厘米 x 95厘米 x 45.5厘米)

30寸 (75厘米)高问询桌，带拉门式锁柜

高x宽x深: 39寸 x 37寸 x 18寸

(100厘米 x 95厘米 x 45.5厘米)

问询桌 高30寸(75厘米) - 拉门式锁柜 玻璃展示柜 - 半封板

产品编码 JD-F-03 产品编码 JD-F-15

展前价格 $180.00 展前价格 $295.00

截止日期后价格 $270.00 截止日期后价格 $442.50

30寸 (75厘米)高问询桌，带拉门式锁柜

高x宽x深: 30寸 x 37寸 x 18寸

(75厘米 x 95厘米 x 45.5厘米)

39寸 (100厘米) 高玻璃展示柜，玻璃空间

为37寸 (95厘米) 宽, 18寸 (45.5厘米) 深, 7

寸 (18厘米) 高，全封板

高x宽  x深: 39寸 x 37寸 x 18寸

(100厘米 x 95厘米 x 45.5厘米)

问询桌 高40寸(100厘米) - 半封板 玻璃展示柜 - 全封板

产品编码 JD-F-07 产品编码 JD-F-16

展前价格 $150.00 展前价格 $325.00

截止日期后价格 $225.00 截止日期后价格 $487.50

39寸 (100厘米)高问询桌，全封板

高x宽x深: 39寸 x 37寸 x 18寸

(100厘米 x 95厘米 x 45.5厘米)

39寸 (100厘米) 高玻璃展示柜，玻璃空间

为37寸 (95厘米) 宽, 18寸 (45.5厘米) 深, 7

寸 (18厘米) 高，半封板

高x宽  x深: 39寸 x 37寸 x 18寸

(100厘米 x 95厘米 x 45.5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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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展示柜 - 拉门式锁柜 圆桌 宽24寸(60厘米)

产品编码 JD-F-17 产品编码 JD-F-22

展前价格 $355.00 展前价格 $75.00

截止日期后价格 $532.50 截止日期后价格 $112.50

39寸 (100厘米) 高玻璃展示柜，玻璃空间

为37寸 (95厘米) 宽, 18寸 (45.5厘米) 深, 7

寸 (18厘米) 高, 带拉门式锁柜

高x宽  x深: 39寸 x 37寸 x 18寸

(100厘米 x 95厘米 x 45.5厘米)

白色亮面桌面

高x宽    : 31寸 x 24寸

(80厘米 x 60厘米)
        
        
        
        
        

产品陈列展示柜 吧桌

产品编码 JD-F-18 产品编码 JD-F-23

展前价格 $320.00 展前价格 $110.00

截止日期后价格 $480.00 截止日期后价格 $165.00

产品陈列展示柜有4个桌面板, 每个桌面板

为18寸(45.5厘米) x 18寸(45.5厘米), 高度

差为10寸, 20寸, 30寸, 40寸(25厘米, 50厘

米, 75厘米, 100厘米)

高x宽    x深: 40寸 x 37寸 x 37寸

(100厘米 x 95厘米 x 95厘米)

白色亮面桌面、可调节高度

高x宽    : 42寸 x 24寸

(106厘米 x 60厘米)
        
        
        
        
        

玻璃展示柜 - 高塔式 白皮椅

产品编码 JD-F-19 产品编码 JD-F-24

展前价格 $335.00 展前价格 $86.00

截止日期后价格 $502.50 截止日期后价格 $129.00

配套最多3块玻璃层板，可调节高度

高x宽    x深: 97寸 x 18寸 x 18寸

(246厘米 x 45.5厘米 x 45.5厘米)

白色皮革，不带扶手

圆桌 宽30寸(75厘米) 黑皮椅

产品编码 JD-F-21 产品编码 JD-F-25

展前价格 $80.00 展前价格 $66.00

截止日期后价格 $120.00 截止日期后价格 $99.00

白色亮面桌面

高x宽    : 31寸 x 30寸

(80厘米 x 75厘米)

黑色皮革，不带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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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折椅 衣架杆

产品编码 JD-F-26 产品编码 JD-F-34

展前价格 $18.00 展前价格 $70.00

截止日期后价格 $27.00 截止日期后价格 $105.00

灰色折叠椅子 高度可依据要求安装

高x宽  x深: 97寸 x 37寸 x 18寸

(246厘米 x 95厘米 x 45.5厘米)

**不包含衣架**

吧椅 层板

产品编码 JD-F-27 产品编码 JD-F-36

展前价格 $70.00 展前价格 $32.00

截止日期后价格 $105.00 截止日期后价格 $48.00

白色皮革纹路，可调节高度 层板尺寸为39寸宽 (98.5厘米) 12寸深 (30

厘米)

每道系统墙能安装多个层板，联系我们了
解更多细节

平开门 电视推车

产品编码 JD-F-28 产品编码 JD-F-38

展前价格 $299.00 展前价格 $180.00

截止日期后价格 $448.50 截止日期后价格 $270.00

平開門，白色亞光漆面。只能在嘉德展示
鋁料型材上使用

电视推车，能支持32寸到60寸电视。不能

保证客户个人电视能完全匹配使用

最高承重量为55磅 (22公斤)

折门 衣架推车

产品编码 JD-F-29 产品编码 JD-F-40

展前价格 $269.00 展前价格 $55.00

截止日期后价格 $403.50 截止日期后价格 $82.50

白色漆面拉门。只能在嘉德展示鋁料型材
上使用

衣架推车，六段可调整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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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惠价格：2022年9月9日星期五之前

家具类

产品编码 产品名称 尺寸 特惠价格 普通价格 数量

JD-F-01 问询桌 高30寸 (75厘米) - 半封板 750mmH x 950mmW x 455mmD $120.00 $180.00

JD-F-02 问询桌 高30寸 (75厘米) - 全封板 750mmH x 950mmW x 455mmD $150.00 $225.00

JD-F-03 问询桌 高30寸 (75厘米) - 拉门式锁柜 750mmH x 950mmW x 455mmD $180.00 $270.00

JD-F-07 问询桌 高40寸 (100厘米) - 半封板 1000mmH x 950mmW x 455mmD $150.00 $225.00

JD-F-08 问询桌 高40寸 (100厘米) - 全封板 1000mmH x 950mmW x 455mmD $180.00 $270.00

JD-F-10 问询桌 高40寸 (100厘米) - 拉门式锁柜 1000mmH x 950mmW x 455mmD $210.00 $315.00

JD-F-15 玻璃展示柜 - 半封板 1000mmH x 950mmW x 455mmD $295.00 $442.50

JD-F-16 玻璃展示柜 - 全封板 1000mmH x 950mmW x 455mmD $325.00 $487.50

JD-F-17 玻璃展示柜 - 拉门式锁柜 1000mmH x 950mmW x 455mmD $355.00 $532.50

JD-F-18 产品陈列展示柜 Variety Height x 950mmW x 950mmD $320.00 $480.00

JD-F-19 玻璃展示柜 - 高塔式 2460mmH x 455mmW x 455mmD $335.00 $502.50

JD-F-21 圆桌 宽30寸(75厘米) 800mmH x 750mmW $80.00 $120.00

JD-F-22 圆桌 宽24寸(60厘米) 800mmH x 600mmW $75.00 $112.50

JD-F-23 吧桌 1060mmH x 600mmW $110.00 $165.00

JD-F-24 白皮椅 410mmW x 580mmD $86.00 $129.00

JD-F-25 黑皮椅 520mmW x 520mmD $66.00 $99.00

JD-F-26 灰折椅 510mmW x 470mmD $18.00 $27.00

JD-F-27 吧椅 350mmW x 480mmD $70.00 $105.00

JD-F-28 平开门 2000mmH x 950mmW $299.00 $448.50

JD-F-29 折门 2000mmH x 950mmW $269.00 $403.50

JD-F-34 衣架杆 2000mmH x 950mmW x 455mmD $70.00 $105.00

JD-F-36 层板 985mmW x 300mmD $32.00 $48.00

JD-F-38 电视推车 $180.00 $270.00

JD-F-40 衣架推车 $55.00 $82.50

灯光类 (不包含电力租赁)

产品编码 产品名称 特惠价格 普通价格 数量

JD-L-01 LED 射灯 - 5000k $98.00 $147.00

JD-L-02 LED 筒灯 - 5000k $98.00 $147.00

JD-L-03 LED 灯条 ($/米) $60.00 $90.00

1) 在展会期间加购的展品，有可能无法如期提供。下单前请先咨询我们销售部门。

2) 全额将收取13%税，2022年9月23日之后的任何订单将一律根据截止价格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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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信息

填写您的参展公司名称和展位号。

企业名称: 展位号:

帐单信息

仅当以下信息与原始发票不同时填写。

联系人: 电话: 手机:

电子邮件: 微信:

企业名称:

地址:

付款方式

从以下选项中选择一项。

选择一：支票付款

公司名称： Jade Exhib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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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hibition Ltd.

分行号码： 08942

帐号： 1001262

银行号码：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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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款和条件 

1. 请依据付款通知单上的时间内完成付款。逾期付款可能会导致订单自动被取消。

2. 在任何情况下，所有付款均不予退还。

3. 在全额付款之前，Jade Exhibition Ltd. 不会交付任何租赁家具。

4. 客户须按照要求制作档案，如需修改将自行负责。

我已阅读并确认上述所有规定。

签名: 日期:

完成填写并签名后，将第5和6页提交至 info@jadedisplays.ca。如有任何疑问，请致电 (905) 771-0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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