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主参展商 

1.1 公司信息 

公司中文名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英文名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 文 地 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 文 地 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城市 / 邮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国 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    话：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传 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子邮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网 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展会联络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职 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    话：                        手机：                电子邮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 公司性质 

□ 制造商            □ 销售公司        □ 贸易代理           □ 服务提供商 

□ 进口公司          □ 批发商          □ 协会及咨询机构 

2. 展位申请 

2.1 展位价格 

 标准展台：502 欧元 / m2    （最小 12 平方米）           申请面积:  ______平方米 

* 包含光地租金、摊位装修、公共能源费、AUMA 费、基本会刊登录费用、买家推广费、垃圾

清运及电费、暂缴杂费及相关税费 

 

  光地：155 欧元/ m2 （最小 36 平方米） 申请面积: _____ m2:  宽度______ m × 深度 _____m 

□ 一面开口                    □ 两面开口                  

□ 三面开口                    □ 四面开口 

* 其他费用：买家推广费 260 欧元/参展商，公共能源费 6 欧元/m2、AUMA 费 0.6欧元/m2、 

基本会刊登录费 250 欧元/参展商，暂缴杂费 25 欧元/m2 及相关税费 

2.2 主要展品 

□轮胎、电子管、轮外胎     □车轮（轮箍）     □轮胎和车轮配件  

□汽车配件                 □车间设备         □轮胎翻修设备及材料      

□维修材料                 □车胎回收         □车胎处理 

□机构/车间，储藏间及门店器材                 □服务 

 

 本申请表须与展品列表（1.30）同时提交方能生效。 

 参展商提交参展申请表，即表示同意接受所有附带的参展条款。 

 

参展商签署 

 

 

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盖章及授权人签署      签署人名称及职位               日 期 

 

展位申请表 

 

 

0 5 9 0 

 

客户号： 

       

 

1.10 

参展商名称：                                       

2018 年 5 月 29 日-6 月 1 日 

 

科隆展览香港有限公司 

地址： Unit B, 12/F CKK Commercial 

Centre 289 Hennessy Road  

电话：86-10-65907766-738 

传真：86-10-65906139 

邮箱：j.zhang@koelnmesse.cn 

www.thetire-cologne.de 

www.koelnmesse.cn 

联系人：张昱 女士 



  

 

 

                                   

 

 

 

 

 

1.  账单地址 

    

如果账单邮寄的地址和表格 1.10 的地址不一致，请填写下列信息 

 

公司中文名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英文名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 文 地 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 文 地 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城市 / 邮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国 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    话：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传 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子邮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网 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络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网 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  话：                            传真：              电子邮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意：如果账单寄达，但是未能按时付款，主体参展商将承担付款的义务。 

 

2.  通信地址 

    

如果邮寄的通信地址和表格 1.10 的地址不一致，请填写下列信息 

 

公司中文名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英文名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 文 地 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 文 地 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城市 / 邮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国 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    话：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传 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子邮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网 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络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网 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  话：                            传真：                    电子邮箱： ___________________  
 

 

 

参展商签署 

 

 

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公司盖章及授权人签署         签署人名称及职位              日 期 

 

 

 

账单/通信地址 

0 5 9 0 

 

客户号： 

       

 

1.11 

参展商名称：                                       

2018 年 5 月 29 日-6 月 1 日 

 

 

科隆展览香港有限公司 

地址： Unit B, 12/F CKK Commercial 

Centre 289 Hennessy Road  

电话：86-10-65907766-738 

传真：86-10-65906139 

邮箱：j.zhang@koelnmesse.cn 

www.thetire-cologne.de 

www.koelnmesse.cn 

联系人：张昱 女士 

 



 

                                

 

 

 

 

联合参展商 

1.1 公司信息 

公司中文名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英文名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 文 地 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 文 地 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城市 / 邮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国 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    话：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传 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子邮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网 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 客户号 

 

 

1.3 公司性质 

□ 制造商                    □ 代理                   □进口公司 

□ 授权经销商                □ 协会及咨询机构         □ 服务提供商 

每个联合参展商需加收 350 欧元（不含增值税价）的参展费用，账单将寄给主体参展商。此费用

不包括联合参展商的会刊费用。 

 

联合参展商 

1.1 公司信息 

公司中文名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英文名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 文 地 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 文 地 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城市 / 邮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国 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    话：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传 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子邮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网 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 客户号 

 

 

1.3 公司性质 

□ 制造商                    □ 代理                   □ 进口公司 

□ 授权经销商                □ 协会及咨询机构         □ 服务提供商 

每个联合参展商需加收 350 欧元（不含增值税价）的参展费用，账单将寄给主体参展商。此费用

不包括联合参展商的会刊费用。 

每个联合参展商也需要单独填写产品列表（表 1.30） 

参展商签署 

 

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盖章及授权人签署      签署人名称及职位            日 期 

联合参展申请 

 

0 5 9 0 

 

主体参展商客户号： 

       

 

1.20 
 

    

 

 

    

 

 

       

 

 

 

       

 

    

 

 

    

 

 

       

 

 

 

       

 

参展商名称：                                       

2018 年 5 月 29 日-6 月 1 日 

 

 

科隆展览香港有限公司 

地址： Unit B, 12/F CKK Commercial 

Centre 289 Hennessy Road  

电话：86-10-65907766-738 

传真：86-10-65906139 

邮箱：j.zhang@koelnmesse.cn 

www.thetire-cologne.de 

www.koelnmesse.cn 

联系人：张昱 女士 

 



 

 

     

 

 

 

 

主体参展商或联合参展商 

公司名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合参展商所在展位的主体参展商 

公司名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要展品编号（最多两个，请填写具体产品对应的代码，而不是类别的代码） 

No.                     No.  

 
 

主要的展品类别（请打×） 

展品列表（在前面空格处打×） 

001000 轮胎、电子管、轮外胎 

 001010 双轮轻型摩托车车胎 

 001020 摩托车车胎 

 001030 叉式起重机轮胎 

 001040 工业固体橡胶轮胎 

 001050 工业充气轮胎 

 001060 乘用轮胎（冬季、夏季、所有季

节轮胎）  001070 防漏性能乘用轮胎 

 001080 白胎壁乘用轮胎 

 001090 4*4/SUV 轮胎（夏季、冬季、全

地形轮胎） 

 001100 轻型货车轮胎(冬季、夏季、拳击

界轮胎) 

 001110 货车轮胎（重型汽车、公交车、

低平台拖车轮胎） 

 001120 防漏性能商用轮胎 

 001130 挖土机/工程轮胎 

 001140 拖拉机轮胎 

 001150 多功能轮胎 

 001160 农业拖拉机轮胎 

 001170 农业拖拉机前轮胎 

 轮胎、电子管、轮外胎 

   车轮（轮箍） 

  轮胎和车轮配件 

 汽车附件 

 车间设备 

 轮胎翻修设备及材料 

 维修材料 

 车胎回收 

 车胎处理 

 机构/车间，储藏间及门店器材 

 服务 

 

胎 

001180 农机具轮 

  

轮

胎 

001190 翻新乘客 

  

卡

车轮胎 

001200 翻新轻型 

  

轮

胎 

001210 翻新卡车 

  

轮

胎 

001220 翻新轻型 

  

轮

胎 

001230 其他翻新轮胎 

  001240 两轮轮胎管 

 001250 叉车及工业轮胎管 

 001260 客车轮胎管 

 001270 轻型卡车轮胎管 

 001280 卡车轮胎管 

 001290 EM、拖拉机、MPT、农用

拖拉机前轮及备用轮胎管 

 

外

胎 

001300 乘用轮胎 

  

轮

胎外胎 

001310 轻型卡车 

  001320 卡车轮胎外胎 

 001330 EM 和其他轮胎外胎 

002000 车轮（轮箍） 

 002010 乘用钢制车轮 

 002020 轻型汽车钢制车轮 

 002030 卡车钢制车轮 

 002040 EM 钢制车轮 

 002050 合金乘用轮胎 

 002060 轻型卡车合金车轮 

 002070 合金卡车车轮 

003000 轮胎和车轮配件 

 003010 轮罩和轮盖 

  003020 轮弧 

 003030 轮罩 

 003040 车轮防偷窃装置 

 003050 长钉 

 003060 防滑链 

 003070 保护链 

 003080 防刺保护 

 

 

 

003090 轮胎密封剂 

 

 

 

 003100 车轮充气阀（聚氨酯） 

  003110 车胎阀/气门伸长部 

  003120 轮胎压力检测系统 

 003130 客车胎压侦测系统 

 

展 品 列 表 

 

0 5 9 0 

 

客户号： 

       

 

1.30 

      

 

      

 

参展商名称：                                       

2018 年 5 月 29 日-6 月 1 日 

 

 

科隆展览香港有限公司 

地址： Unit B, 12/F CKK Commercial 

Centre 289 Hennessy Road  

电话：86-10-65907766-738 

传真：86-10-65906139 

邮箱：j.zhang@koelnmesse.cn 

www.thetire-cologne.de 

www.koelnmesse.cn 

联系人：张昱 女士 

 



 

 

 

 

 

 

 

 

 

 

 

 

 

 

 

 

 

 

 

 

 

 

 

 

 

 

 

 

 

 

 

 

 

 

 

 

 

 

 

 

 

 

 

 

 

 

 

 003140 商务汽车 

 003150 其他防漏气性能系统（商务

汽车） 

004000 汽车附件 

 004010 轿车护理和清洁产品 

 004020 润滑剂 

 004030 汽车内饰及填充物 

 004040 汽车电子系统 

 004050 导航系统 

 004060 电池 

 004070 充电系统 

 004080 排气装置 

 004090 减震器 

 004100 车轮轴承 

 004110 刹车技术 

  004120 汽车玻璃和装配玻璃 

 004130 行李架 

 004140 自行车架 

  004150 其他 

005000 车间设备 

 005010 车轮平衡技术 

 005020 车轮平衡机器 

 005030 车轮平衡机器夹钳 

 005040 车轮平衡站 

 005050 车轮平衡材料 

 005060 商业材料轮胎平衡粉末 

 005070 呔码胶 

 005080 前轮定位单元 

 005090 前轮定位电脑 

 005100 精度检测 

 005110 精度测量板 

 005120 刹车监测和测力计 

 005130 减震测试站 

 005140 减震测试单元 

 005150 抽风机测试器 

 005160 起吊装置 

 005170 车辆起重器 

 005180 升降平台 

 005190 车轮膨胀系统 

 005200 车轮膨胀装置 

 005210 压缩机 

 005220 氮气发生器 

 005230 轮胎安装工具 

 005240 轮胎安装机器 

 005250 轮胎更换工具 

 005260 压力机 

 005270 清洗工具 

 005280 轮胎和车轮清洗机器 

 005290 工具 

 005300 胎面开凿工具及叶片 

 005310TPMS 测试仪器 

 005320 调音 

 005330 性能调优 

 005340 底盘调优 

 005350 汽车玻璃工具 

 005360 安全运行 

 005370 工作服、保护服 

 005380 工业卫生 

 

 

 

006000 轮胎翻修设备及材料 

 006010 高压灭菌器 
 006020 胎线生成机 
 006030 外胎成型器 
 006040 胎纹打磨机 
 006050 压力机 
 006060 模具 
 006070 检测设备 
 006080 激光控制设备 
 006090 抛光机 
 006100 抛光工具 
 006110 切割机 
 006120 雕花机 
 006130 混炼胶 
 006140 特制混炼胶 
 006150 冷却隔层 
 006160 气囊 

 006170 橡胶挤压 

 006180 规划及递送总车胎翻新系统 

 006190 胎面翻新设备 

 006200 翻新套 

 006210 胎纹机 

007000 维修材料 

 007010 粘合剂 

 007020 清洁剂 

 007030 车胎维修材料 

 007040 钢管维修材料 

 007050 修复带 

 007060 传送带修复材料 

 007070 车胎喷漆 

008000 车胎回收 

 008010 车胎回收系统 

 008020 撕碎机 

 008030 车胎切割机器 

 008040 造粒机 

 008050 回收车胎产品再销售 

009000 车胎处理 

 009010 车胎处理 

 009020 物流系统和理念 

010000 机构/车间，储藏间及门店器材 

 010010 储存设施 

 010020 储存架 

 010030 储存系统 

 010040 运输 

 010050 传送 

 010060 车胎仓库 

 010070 车胎集装箱 

 010080 包装材料 

 010090 车胎包装材料 

 010100 车胎物流 

 010110 店铺系统 

 010120 广告材料 

 010130 工业文献 

 010140IT 

 010150 软件 

 010160 硬件 

011000 服务 

 011010 轿车服务理念 

 011020 特许制度 

 011030 独立车间理念 

 011040 总车间系统 

 011050 质量把控 

 011060 协会、媒体、出版、院校 

 

1.3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