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１条（参展资格）

（1）本展会仅限于严格遵守本参展细则、参展指

南等主办方制定的各项规定的企业报名参展。

（2）主办方有权判断参展商是否符合本展会的宗旨

和管理规定，如若判断为不符合，主办方保留拒绝

该企业参展或者取消其参展资格的权利。此种情形，

主办方的判断基准、依据和理由不予公开。对于该

报名企业以及参展企业至此已支付的费用等主办方

不承担任何责任。另外，参展商如有下记情形主办

方也有权拒绝其参展。

①参展报名表中填报的信息存在虚假和不完全。

②参展产品以及参展目的、内容不符合本展会的宗

旨和规定。

③参展商的参展行为和参展产品与第三方出现争议，

并因此可能对本展会造成恶劣影响。

④遭到参观者、其他参展商以及第三方投诉，或者

有被投诉的可能。

⑤参展商已经违反了本参展规定。

⑥其他被判断为不适合参加本展会的情形。

（3）请注意，报名参展本展会即被视为同意以上内容，

如不同意请谨慎报名参展。

第 2条（参展展品）

（1）参展展品应为符合展览会的举办主旨和目的，

且事先得到主办方认可的物品及其所包含的内容。

（2）列属下列情形之一的展品，视为违规展品，禁

止参展。

①禁止进出口及销售的物品、毒品等其他法律禁止

流通的物品

②易燃易爆物品、危险化学品以及放射性危险物品

③盗版、侵权的物品以及涉嫌盗版、侵权的物品

④使用明火的物品。（辖区消防署批准使用的除外）

⑤未提前得到主办方认可的物品

⑥辖区政府明令禁止的物品

⑦其他涉嫌与相关法令相抵触以及违反公序良俗的

物品

（3）除前项所列物品外，凡被认定为可能对展会的

正常运营造成影响的物品，不论展前还是展中，主

办方都有权限制或禁止其展出。

（4）不论参展报名前后，如若发现参展商展出本条

第（2）（3）项中禁止展出的物品，主办方有权撤销

该参展展品的展出并通知其服从相关规定。参展商

收到该通知后，应立即撤离该展品或者服从相关管

理。

（5）①前项中，参展商如不服从主办方管理，需当场

向主办方支付相当于参展展位费 3 倍的违约金，同

时主办方可替代该参展商撤离该参展展品或者采取

应有措施，所涉及的费用由该参展商承担。对此，

该参展商不应有任何异议。

②参展商应在理解前项内容的基础上报名参展，报

名参展后不接受对此项的任何异议。

第 3条（展位位置）

关于展位排列，基本上以主办方原定的展位排列方

案为准。但是，为了提高与其他联合举办展的契合度，

主办方可能会对原定展位排列方案进行修改。请提

前知悉。

第 4条（展出日期与展出时间）

展出日期为 2018 年 11 月 20 日至 11 月 22 日三天，

展出时间为上午 10 点至下午 5点。

第 5条（参展费用）

参展展位费用如下。展位费的消费税率适用本展会

最终日的税率。

■参展费用包含内容

→参展费用包含内容

1) 基础展位（标准展板规格的背面墙板和侧面墙板）

2) 邀请函：提供日文邀请函、信封一套

3) 展位号牌

第 6条（关于参展报名等）

参展报名方法、参展期限、参展费用的支付方法、

支付期限等请见下方。

第 7条（参展合同的成立）

基于本参展报名表的参展合同（以下称作本参展合

同）的成立时间为前项中主办方发送参展费用付款

通知单的时间。

第 8条（参展展品的管理）

（1）各参展商负责各自展品的进出馆和所属展位内

展品的管理。

（2）因天灾、不可抗力因素以及其它非主办方责任

所造成的参展物品损坏等一切事故 , 主办方不承担

任何责任。

第 9条（事故防止及责任）

（1）在搬出入展品、展示、现场演示、撤展等时，

参展商应认真做好安全保卫工作，防止事故发生。

如发生意外，参展商自行承担责任。

（2）为防止事故，主办方可限制或中止参展商作业，

要求其采取必要措施。

（3）非主办方原因发生的事故 , 主办方不承担任何

责任。

第 10 条（会期的变更及中止）

（1）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因素以及非主办方责任

导致展会无法正常进行时，主办方可更改展会日程

或者取消展会。

（2）若展览会规模、参展内容、参观人数等无法达

成展览会举办的主旨和目的时，主办方可解除本参

展合同，中止展览会的举办。

（3）第（1）和（2）项，对参展商或相关者造成的损害，

主办方不承担责任。

第 11 条（参展商取消参展）

（1）参展商撤回或取消参展报名的全部或者一部分

（含减少参展展位数量。以下同本条），必须得到主

办方的承认。

（2）前项中，如参展商撤回或取消参展报名的全部

或者一部分的要求得到主办方的承认，参展商必须

支付如下违约金。

以上表中的“期限”以参展商撤回或取消参展申请

的全部或者一部分的意思表示到达主办方的时间为

准。违约金中的“不含税参展展位费”为撤回或取

消的该部分所对应的不含税参展展位费的金额。

第 12 条（日本入境手续）

参展商参展如需日本入境手续，应自行办理日本入

境手续，入境审查相关的所有手续以及费用，应全

部由参展商承担。不论任何理由如因无法进入日本

境内而取消参展合同，参展商必须向主办方支付第

11 条的违约金。

第 13 条（布撤展以及会场设施）

布撤展以及会场设施如下。

第 14 条（各种费用的承担）

（1）如需增设电力电源、电话和给排水设备等，参

展商应另外办理相关申请手续，支付相应费用。

（2）参展展品的运输、进出馆、展示、实际演示、

撤展以及其他参展商的行为所涉及到的费用以及针

对参展物品、参展商的损害赔偿保险费全部由参展

商承担。

第 15 条（参展规定的变更）

主办方在不得已的情形下，可对本参展规定进行修

改。参展商应对此无异议，并遵守修改后的新规定等。

第 16 条（禁止事项）

参展商应禁止下列行为。

①将本参展合同的参展商地位或权利的全部或者一

部分对其他展商或第三者进行转租、出售、转让、

交换。

②在指定场所以外的展馆建筑物内外部或者周边放

置广告牌、告示牌、广告标示等。但提前得到主办

方允许的不在此限。

③搬入超重、不洁、恶臭等给他人带来不便的物品。

④给参观者以及其他参展商带来不便的行为（如噪

音、恶臭、演出等）。

⑤损害包括展台在内的展馆设施的行为。

⑥在展会上提供有偿的物品、服务等，以及以此为

目的的参展（提前得到主办方认可的除外。）

⑦在会场内过夜。

⑧其他本参展规定禁止的事项。

第 17 条（合同解除）

参展商如有下列情形，主办方有权在不事先通知的

前提下解除本参展合同，由此给主办方带来的损失，

主办方可向参展商要求赔偿。

①未支付参展费用的全部或者一部分。

②展示违禁参展展品，或者不遵守主办方制定的规

定和指令。

③使用参展展位作为参展以外的用途。

④未使用参展展位。

⑤有解散、查封、处分、强制执行、拍卖、特别清算、

破产、民事更生、公司更生等公司清算的行为。

⑥支付空头汇票和支票。

⑦受到捐税和杂税滞纳金处罚。

⑧出现显著使主办方信用丧失的事实。

⑨其他违反本参展规定以及基于此规定的“参展手

册”和指令的情形。

第 18 条（原样恢复）

本参展合同因合同解除、取消、期满等任何原因中

止时，参展商必须按照下列规定将展位交还给主办

方。

①将参展展位恢复原样。

未经主办方允许，又未恢复原状的，相关清理费用

概由参展商承担。

②交还参展展位后，参展商遗留在展位的物件，主

办方可任意处理。

③参展商交还展位时，不得以任何事由和名目要求

退还已支付的展位、装修以及设备等相关费用，不

得要求主办方收购展位内自费搭建的展台和设备等。

③参展商在本参展合同终止后如未交还展位，应向

主办方支付从合同终止日次日起至交还完毕期间该

展位费（按天计算）3 倍的违约金以及相关费用，并

赔偿因交还延迟给主办方造成的损失。

第 19 条（迟延损害金）

参展商如迟延履行本参展合同上的金钱债务，应从

迟延日起算按年 14.6% 的比例支付迟延损害金。

第 20 条（展位检查）

（1）主办方或者展馆现场管理人员，在提前通知参

展商的前提下，可进入展位进行设施完整、卫生、

防范、防火和救护等必要的设施管理检查，并采取

适当的措施。如遇紧急情况，无法提前通知到参展

商时，可事后报告。

（2）前一项，参展商应协助主办方采取相应措施。

第 21 条（参展手册等）

主办方制定的“参展手册”及各项要求，作为本参

展细则的附属内容，参展商必须遵守。

第 22 条（展位管理）

展会期间参展企业工作人员应佩戴主办方指定的参

展证，并且保持展位内有常驻工作人员在场，以接

待参观观众和管理参展物品。

第 23 条（禁止使用音响和音量控制）

（1）展场内原则上禁止使用音响（详细请参照“参

展手册”）。

（2）展位内 AV 设备的音量和商品本身发出的音量，

应控制在 70 分贝以下（于展位前 2米处的测量值）。

（3）展馆内禁止现场演奏音乐。

第 24 条（废弃物的处理）

（1）请参展商及时清理展示废弃物、使用完的资材

和展位内外的垃圾。

（2）关于遗留废弃物的处理费用，展会结束后主办

方会提供实际费用清单，参展商收到该费用清单后

应立即支付。

第 25 条（装修・施工）

（1）各参展商搭建的展台禁止超出展位边界。

（2）不得在展场的通道上摆放设施物品或其它标志

等；

（3）展台搭建高度均不得超过《参展手册》中规定

的高度。主办方特殊许可的情形除外。

（4）未得到主办方的允许，禁止使用展场天花板结构。

（5）参展商应严格遵守主办方在参展商说明会中说

明的事项。

（6）参展商如违反本条第（1）至（5）任何一项且

不听主办方劝阻的，主办方可撤走该违规物品或采

取其他措施，涉及到的费用由参展商承担，参展商

对此不得提出任何异议。

第 26 条（消防安全管理）

（1）主办方以及在本展会中与主办方有雇佣、承包、

业务委托、合作关系的个人、法人、其他团体（以

下称做主办方们），对本展会中发生的火灾、偷盗及

其他一切事故给参展商或者与参展商有雇佣、承包、

业务委托、合作关系的个人、法人、其他团体以及

展会参观者造成的损害（含各自所有物的损毁、遗

失等所有损害），不承担任何责任。

（2）本展会的邀请函、主页、展馆图、Web 刊登信息、

推广用资料等一切制作品中偶发的文字或者印刷错

误，主办发不承担任何责任。

（3）参展商或者与参展商有雇佣、承包、业务委托、

合作关系的个人、法人、团体，或者其他团体，在

本展会中发生的火灾、偷盗及其他一切事故，给主

办方或者含展会参观者在内的第三方造成的损害（含

所有物的损毁、遗失等所有损害），应立即承担全部

赔偿责任。

第 27 条（关于个人信息的使用）

参展商在主办方提供的网络和条形码等系统服务中

所获得的客户个人信息，应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条例

进行管理。

第 28 条（管辖法院）

本参展合同履行过程中如就权利义务发生争议，应

以东京地方法院为第一法院。

〈参展报名方法〉

请完整填写本细则正面的参展报名表后使用邮寄

方式报名。如果是国外的参展商，可接受电子邮

件方式的报名。但是，请务必保留原件，在展会

结束日期前交予主办方。此外，如主办方要求提

供商品目录等详细信息时，请尽快提交至事务局。

如若发现参展内容与展会性质不符，主办方有权

拒绝该参展商报到，请知悉。

〈参展报名期限〉

■〈早期报名〉2018 年 6 月 30 日（周六）

■〈正常报名〉2018 年 8 月 22 日（周三）

※展位一旦订满将截止报名。

〈参展报名联系方式〉

■一般社团法人亚洲家具论坛　展览会委员会事

务局

〒730-0854　日本广岛县广岛市中区土桥町 4-18 

TFR 楼 5 层

TEL：082-231-5555　　FAX：082-292-9543

E-mail：info@aff-forum.com

〈参展费用支付方式〉

主办方根据本参展报名表内容向贵司发送付款通

知单，请汇款至指定的账户。汇款手续费由贵司

承担。逾期未收到汇款，参展资格可能会被取消，

请提前知悉。

〈支付期限〉

■2018 年 9 月 28 日（周五）

①会 场

东京 Bigsight（有明・东京国际展览中心）东

3・8 馆

②布展时间

2018 年 11 月 18 日（周七）8：00 ～ 18：00　

11 月 19 日（周一）8：00 ～ 18：00

③撤展时间

2018 年 11 月 22 日（周四）17：00 ～ 22：00

※请于规定时间内完成包括清除装修材料在内的

所有撤展工作。以上结束时间有变更的可能性，

请以“参展手册”为准。

④展位的基本设施

a. 基础展位

基础展位由主办方统一搭建背面墙板和侧面墙板

（白色塑料表面的标准展板）。其他如展位内的装

饰（展台、家具等）由参展商承担。

参展报名期限日（早期、正常）的次
日起至以下日期的前一天

期　限 违约金

参展展位费支付期限日的次日以后 不含税参展展位费的
100%

不含税参展展位费的
50%

 　◆ 单个展位图例

b. 标准展位

（i）单个展位尺寸为宽 2.97m× 进深 2.97m× 高

2.7m，以此为单位排列展位。但主办方可以根据

参展规模、展品的状况等搭建变形展位。

(ⅱ)各参展商之间的墙隔板由主办方搭建。

　　（隔墙板为白色塑料表面的标准展板）

(ⅲ)无邻接展位时，不搭建墙隔板。

⑤电源设备

展位内不提供电源插座。

增设用电的施工和电费，由参展商承担。

⑥给排水设备

给排水施工安装费以及水费由参展商承担。

参展细则 Asia Furnishing Fair 2018 TokyoAsia Furnishing Fair 2018 Tokyo

早期报名会员

非会员

※

※会员是指一般社团法人亚洲家具论坛的会员

展位单价（税別）

　US＄3,300

早期报名　US＄3,700

正常报名　US＄3,700

正常报名　US＄4,100

单个展位：宽2,970mm×进深2,970mm×高2,700mm

白色展板 展位号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