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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申请表（海外） 

主办单位: Biz Africa Events Pte Ltd. 公司注册号: 201719243G 

新加坡地址: 1 Kaki Bukit Road 1 #02-48 Enterprise One Singapore 415934 

电邮: SAFF2023@bizafricamanna.sg. 联络号码：+65 8214-8768 

网址: www.bizafricaevents.com/saff2023 

参展商信息 

公司名：: 联系人: 

公司注册号.: 职位: 

公司地址:  微信号: 

城市: 邮政编号: 电邮: 

公司电话号码:  手机电话号: 行业（圈）: 食品制造商 / 餐饮服务供应商 

展览信息 

展览名称: 新加坡与亚洲食品展 2023 展位地点: 南非 

展览日期: 4th to 7th May 2023 (参展) 

               8th to 9th May 2023 (商务实地考察) 

展览天数: 4 天 (参展), 6 天(参展+商务实地考察) 

参展配套（勾选所选类型） 

 配套 1: 食品展柜 (5 月 4 日-7 日食品展) 

配套内容: 

1. 展柜：2 米*1 米展柜 

2. 食品展期间配备促销员 

3. 为期 12 个月的数字平台推广参展商产品 

 

 

 

 

 

 

 

：1250 元美金/展柜 

 

 

 配套 2: 单独展位 (5 月 4 日-7 日食品展) 

                            ( 5 月 8 日-9 日商务实地考察) 

配套内容: 

1. 展位面积 9m2 

2. 午、晚餐/人 （5 月 8 日-9 日） 

3. 含 1 晚商务晚宴/人（5 月 7 日晚上） 

4. 两天商务实地考察/人 

5. 1 张 1.8 米长的桌子，1 张带 2 把椅子的可上锁的桌子、

一次性餐具 300 套、免费租用电磁炉 1 台。 

6. 现场勘察报告。 

7.为期 12 个月的数字平台推广参展商产品 

 

价格：4600 元美金/公司 

 

 额外客人参加商务晚宴的费用：100 元美金/人。 

 两天商务实地考察额外客人费用包括午、晚餐：400 元美金/

人。 

 

✓ 参展商有责任确保其代表及员工获得有效的南非入境签

证。 

 

 

配套 3：2023 商务贸易代表团 @南非约翰内斯堡   ( 5 月 6 日- 10 日商务实地考察) 

  

节目： 

a. 南非市场概况研讨会       b. 与餐饮、特许经营和零售行业的主要商家建立联系        c. 参观 2023 新加坡与亚洲食品展 

d. 商业配对和商业机会展示       e. 南非当地实地调研和品牌参观       f. 商务晚宴 

 

价格：2100 元美金/人（包括午餐、晚餐（含一晚商务晚宴），4 晚蒙特赌场酒店住宿）不包括飞机票。 

 

 额外客人参与商务贸易代表团（无另加房间）：1800 元美金/人。（包括午餐、晚餐（含一晚商务晚宴），不包括飞机票。 

 

✓ 参展商有责任确保其代表及员工获得有效的南非入境签证。 

 

 

新加坡与亚洲食品展 2023 

之南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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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参与费用 

1. 配套1: 食品展柜                                                                        所需数量：______________           总美元: ___________________       

2. 配套2: 单独展位                                                                        所需数量：______________           总美元: ___________________ 

3. 新加坡与亚洲食品展2023额外客人参加商务晚宴的费用          所需数量： ______________          总美元: ___________________     

4. 新加坡与亚洲食品展2023两天商务实地考察额外客人费用     所需数量： ______________          总美元: ___________________ 

5. 配套 3: 2023 商务贸易代表团                                                   所需数量： ______________          总美元: ___________________ 

6. 额外客人参与商务贸易代表团（无另加房间）：                    所需数量： ______________          总美元: ___________________ 

总参与费用                                                                                                  美元：__________________ 

新加坡与亚洲食品展2023活动展位选择 

展位选择（希望我选择的展位位置如下所示）。注：展位选择先到先得。 

 

选择 1: 选择2: 选择3: 

 

评论： 

 

付款方式 
1) 提交本申请时需支付 50% 的定金。 

2) 余额需在 3 月 31 日前付完。没在 3 月 31 日前付完，定金将不退还。 

3. 供应商同意并遵守以下一般条款和条件中规定的主办方规定的取消政策。 

 

一般条款与条件 

1) 未经主办方许可，参展商不得转租、出售、交换或转让其展位的使用权。 

2) 主办方可酌情更改日期或取消展览，如果用于展览的土地或建筑物场地变得不适合使用，或者因某种正当原因或冠病或战争必须  

    中断。在这种情况下，主办方不对由此造成的损失、费用增加或任何其他问题而负责。 

3) 参展商有责任为他所有的参与者获得南非有效入境签证。 

4) 参展商特此同意遵守主办方在本申请表中设定的单独条款和条件。供应参展商应接受并遵守主办方为维护本次活动的利益而制定 

    的所有条款和条件，并同意配合执行上述条款和条件。此类条款和条件可应要求提供。 

5) 取消及收费政策 – 如参展商在主办单位接受后希望取消其展位预订或未能履行任何付款义务，主办方将保留收取以下取消费用的 

    权利:. 没在 3 月 31 日前付完，50%定金将不退还。 

6) 主办方将保留更改或添加新条款和条件的权利。认为这是为了本次活动的利益所必需的。 

7) 本参展申请表应受新加坡共和国法律管辖并按其解释。双方不可撤销，得服从新加坡地方法院的唯一专属管辖权。 

8) 因任何原因引起的任何争议或问题应首先提交调解，如果没有结论，则根据新加坡现行法律提交仲裁。 

9) 通过签署此表格，参展商明确同意并允许主办方使用和披露其数据、公司名称、品牌和徽标，用于与本次活动和其他活动相关的 

    宣传、营销和公关媒体。 

付款详情 

付款详情: 
受益人: Biz Africa Events Pte Ltd 
(公司注册号: 201719243G) 

银行: MayBank Singapore Limited 

银行地址: 87, Marine Parade Central, #01-502, 

S440087 
 

 

受益人银行帐号详情: 
公司银行帐号: 04151072789  

银行代号: 7302, 分行代号: 015 

Swift 代号: MBBESGS2 

注:  

1. 以电汇方式付款的参展商，请将电汇收据副本发送给我们以供 

    参考。 

2. Biz Africa Events Pte Ltd 不会授权任何第三者代表公司收取款  

   项。此申请仅适用于直接向 Biz Africa Events Pte Ltd 支付的 

   款 项。 

 

参展商确认 主办方公司 

我想确认我参加这个活动 

 
 
参展商负责人姓名: 

职位: 

日期: 

 
 
 
 
_______________ 

         负责人签名 

 
 
 
 
顾问姓名: 

联络号码: 

日期: 

 

 
 
 
_______________ 

顾问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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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 平面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