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 年 12 月 10 日

2022 春季糖酒会
2022 年 3 月 24 日至 26 日，成都
西班牙对外贸易发展和投资局（以下简称 ICEX）将组织西班牙国家馆参加第 106 届中国
食品饮料展览会
，该展会将在成都中国西部博览城的会展中心举办
。
现召集葡萄酒， 啤酒，苹果酒和烈酒行业的西班牙产品进口商参加上述展会。
展会信息
成都食品饮料展览会（CFDF）是中国酒业的重要活动。 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55年，
当时是烟草和白酒的交易会。 从2013年起，随着葡萄酒市场的显著扩展，展览会改变方
向，为这一新的领域打开了大门。 最近几届，新产品特别是食品被引入，虽然还是区域
性的。CFDF着眼于吸引分销商，因此，要想成功参与，需要一个或多个本土进口商的支
持。 在2021年举行的春季展会中--2020年因新冠疫情而取消举办-- 有4106个参展商参展。
西班牙国家馆位于6号展馆的优越位置（请参阅随附的平面图），总面积361平方米。 对
于同期也有意参加“WineCon酒店展”（请参见另一招展通知）的申请人，可以申请双展展
位，数量有限，价格从优。
参加此次展会是#Spain Food Nation 活动的一部分。 #Spain Food Nation 活动是西班牙对外
贸易发展和投资局（ ICEX ）与西班牙农业、渔业和食品部的合作成果，旨在树立西班
牙作为欧洲和世界的食品生产国的国家形象，突出其产品的可追溯性，在全球健康危机
期间，对可持续性、优异品质、行业创新、食品安全和坚守价值的承诺使该行业脱颖而
出。 该活动制定了两条行动路线：植入媒体和在各个国家组织针对专业观众的公关活动。
就中国而言，在媒体上的投放将持续到 2022 年 6 月，为行业的主要媒体和传播生活方式
的媒体。

前一年的展览数据

前一年的西班牙馆数据

届数
参展商数量
参观者数量

点击这里

展馆面积
展位数量

可以查阅上一年的展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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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意作为西班牙国家馆的展商参加成都展会请见本通知后面的参展条件。
报名截止日期：2022年1月21日，15:00（北京时间，世界标准时间+ 8小时）

I.接受申请期限
注册截止日为2022年1月21日15:00。
如已过公告显示的截止日期，参展公司数量未达到最多可参展公司的数量，注册期限将
延至 2022 年 1 月 28 日 15：00（北京时间，世界标准时间+ 8 小时）。
II.参展费用及公司的遴选
单展位价格

2900€2+10% IVA* = 3190€

参加双展价格(CFDF +

C

双展位价格

)

4500€2+10% IVA* = 4950€
5800€2+10% IVA* =6380€

（*）从西班牙或欧洲其他地区付款需要支付 10%的增值税，从中国付款无需增值税。
单展台面积为 10 平方米，双展台面积为 20 平方米。
对于只申请 CFDF 单展位的参展商请在申请注册时进行费用支付。

而那些申请双展位和/或同期参加 WineCon 酒店展的参展商，则需要分两次付款。注册时
支付第一笔款项，申请 CFDF 中的单展位。 在确认获得双展位和/或获得 WineCon 酒店
展的展位后，再进行第二次付款，而不是之前。 如果取得分配名额，将有 10 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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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间进行付款。 为避免意外和延误，如有任何疑问，可以咨询 ICEX 或西班牙驻北京
经济商务处（见第十章节的“协调”）。

在收到付款之前，所有参展申请将不予以考虑。

参展要求：

进口商和当地子公司可以代表西班牙生产食品，葡萄酒，苦艾酒，啤酒，苹果酒和烈酒
的公司参加展会。最低出厂价须不得低于 2 欧元，烈酒最低出厂价不得低于 4 欧元。
展位的分配以及随后的位置分配将按照严格的注册顺序进行。一旦可用名额占满，其他
申请注册的公司将被列入等待名单。

入选公司将受到参展书面确认函。

如果公司没有入选，将退回收取的金额。但任何情况下注册时支付的汇款手续费都是不
退还的。
在名额已满的情况下，其他申请注册的公司将被告知列入等待名单。如果有公司取消可
以候补。等待名单中公司的排序按照其完成注册和付款的顺序排列。
将以书面的形式通知入选的参展公司并告知 ICEX 分配的平米数，由于技术原因和可用空
间的原因，相对于申请的面积存在微小的差异，我们会尽可能尊重每一个请求。
参展商支付的总金额将由最终得到的展位类型决定（单展位，双展位或双展展位）。如
不支付这一数额该公司将丧失参加展会的资格。
公司在收到确认其参加展会的通知后，如果放弃参展，将损失 100%的订金。只有在特殊
情况下，ICEX 才保留评估企业提出的理由的权利，并在可能的情况下退还一定比例的所
付款项。
如果由于 Covid 19 采取的防疫措施而导致 ICEX 取消或推迟参加展会，主办方将退还公
司之前交的订金。同样，如果因为西班牙展馆参展公司数目不足而导致 ICEX 取消参加展
会，则将退还这些公司支付的费用。
如果因不可抗力在预计的举办日期之前提前通报了 ICEX 取消参展的信息，本组织将不承
担因取消而给公司造成损失的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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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EX 保留不选择先前已被接受的公司作为参与者或单方面取消其参展的权利，前提是了
解到该公司可能存在舞弊或欺诈行为会损害该行业的形象，国家的形象或参与西班牙馆
的其他公司的形象。如果该公司已经支付了款项，则 ICEX 应评估迄今为止所发生的费用，
并评估是否有可能归还参与公司一定比例的所付款项。
一旦提交申请的截至日期结束，ICEX 可能会单独要求相关公司补全提交时的申请信息。
相关公司必须在收到通知后的十（10）个工作日内完成所需数据。

III. 注册
申请注册须向西班牙驻北京经济商务处的电子邮箱（pekin@comercio.mineco.es）发送
一封电子邮件，要求参加展会，并包括以下信息：
填写完成的 Excel 注册表格。
上传单展位汇款凭证

付款信息：
•通过银行转账到以下帐户：
o IBAN：ES48 0182 2370 4300 1429 0099
o SWIFT 代码：BBVAESMMXXX
o 收款人名称： ICEX ESPAÑA EXPORTACIÓN E INVERSIONES
o 地址：Pº Castellana，278
o 付款人名称：CFDF2022+进口商的营业执照号码
付款完成才算正式注册。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以以一家公司名称注册，而以另一家公司
的名称索取发票，即使他们是同一家公司。
IV 展出的产品/服务
西班牙馆中展出的产品/服务必须是独家生产和/或西班牙品牌。 在每个展位内，只允许
展示与标识相符的产品。
V 西班牙馆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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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EX 与西班牙驻北京经济商务处合作，将提供以下服务：
展前
•
•
•

租用场地
西班牙馆的装修和基本家具的配置
印制西班牙馆参展商目录

•

为参展商提供在线办理展会通行证的密码

展会期间，提供西班牙展馆仓库
•

提供存放展品的仓库。 在计算要运输的样品时，应考虑到展柜的最大展示和存
储空间，展台为 10 平方米，展柜为 0.75 立方米。

•

由参展公司负责于 3 月 23 日将样品运送至西班牙馆。

展会期间，ICEX 设立展台
•
•

有西班牙商务处的工作人员的关照
在 ICEX 展台有礼仪小姐提供双语信息

展会期间，在各个展位
•
•
•

展台的维护（清洁，电力，水等）以及通告中明确的内容。
桌布，冰桶 ，吐酒桶和冰块
刷洗杯子的服务

VI. 装饰
西班牙馆内所有展台统一装修。 ICEX 负责选择进行装修和组装的公司。
在展台内，每家公司都可以使用自己的徽标，海报和促销材料，只要不改变西班牙馆整
体形象和布局，同时也不违反 CFDF 主办方关于安全和风险防范的规定。 但是，必须注
意为展位标识留出空间，并且不得在其上放置任何促销材料。 ICEX 预先保留监督参展
公司任何个体行为的权利。
每个公司都将收到有关西班牙馆装修和展示元素的详细信息，均属于 ICEX 提供的创意。
上述方案中未包括的任何要求必须事先由 ICEX 批准，并由参展商自行负担。

VII. 展台的维护
通知明确指出，从展会开幕到闭幕期间，所有的服务，例如：保洁，水，监控和电力，
将由 ICEX 直接与展览场地或当地专业公司签订合同。
展会期间参展商将对自己的展位承担全部责任，因此，参展商应该采取适当的措施避免
出现意外情况。 ICEX 对未采取这些措施不承担任何责任。 在整个活动期间，参展商必
须保持其展位整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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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责任保险
参展商应对其参加展会而可能对第三方造成的任何损害承担全部责任，应采取必要的预
防措施，包括购买境外民事责任保险。
ICEX 对参展商未采取此类措施不承担任何责任。
展会期间对参展商或其商品的任何盗窃或人身或财产损失 ICEX 不承担任何责任。
IX.其他参与条件

展会期间，参展商必须遵守以下规则：

•

•
•

参展商应按照 ICEX 通知中明确指出的日期和时间到达展会，这样才会在展会开幕
前有足够时间接收展品并装潢展台，通常提前 24 小时。
展会所有开放时间请务必在各自的展台，具体时间将有 ICEX 负责通知。
展会结束时请妥善收集您所有的产品，并将展台原有物品原样交付。

ICEX 将向参展商提供相应的参展商手册，其中列出了对参展商或其货物造成损害时一些
有可能的场地免责条款、场地安全安排等以及其他任何影响参展商的规定。
在线申请参展意味着接受参展条件和展会规则并有义务遵守这些条件和规定。
X. 协调
可向以下协调人咨询各类问题：
白鹤
西班牙驻北京经济商务处商务参赞
Tel: +86 (0)10-5879 9733
pekin@comercio.mineco.es

Pedro Flores
马德里 ICEX 食品饮料部负责人
Tel.: +34 91 349 64 76
vinos.espana.ferias@icex.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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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2018 年 12 月 5 日发布的第 3/2018 号组织法（是关于个人数据保护和数字权利保障的组织法）之规定，
根据 2016 年 4 月 27 日发布的欧洲议会和理事会第 2016/679 号法规（涉及在个人数据处理及数据自由流通方
面保护自然人），我们向您告知以下信息：
1.根据上述法规，ICEX 制定了一项数据保护政策。为此，通过本程序自动收集和处理的所需个人数据是为了

管理其参与由 ICEX 组织的活动。其数据将列入 ICEX 活动处理登记册，以便为其申请办理手续。
2.您必须根据 ICEX 的要求提供数据，如拒绝提供此数据将意味着不可能参加此活动。
3. 表示您同意 ICEX 为上述目的处理您的个人数据。
4. 一旦完成管理参与 ICEX 组织的活动，为了履行法律义务 ICEX 将会把您的数据保存 5 年，但不影响其在任

何时候根据下一点所述行使权利。
5. ICEX 在任何情况下均不会将收集到的个人数据用于上述目的之外的目的。 同样，提供数据方表示提供的

所有数据真实准确，并承诺如有变化通知 Icex。
6.您有权反对处理对举办活动而言任何非必需的数据，也有权反对将这些数据用于其他目的。您可以随时行

使以下权力： 访问、更正、删除、异议、限制其使用及便携性，在这些权力可被行使的情况下，您可以书面
通知我们的数据保护代表，电子邮件 :delegadoprotecciondatos@icex.es, 邮件中请提供您的身份证或同等文件
的复印件并具体说明申请。
7.同样，如果您认为您的数据没有得到妥当处理，有权向西班牙数据保护局 (地址：C/ Jorge Juan, 6. 28001 –
Madrid www.agpd.es)或者我们的数据保护代表提出申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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