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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教育全产业链的国际商业盛会：展会、论坛、洽谈、考察！ 
大会的主题：促进教育产业发展，加快市场交流，推动全球合作！ 

2019 上海国际未来教育博览会 
2019 Shanghai International Future Education Expo  

时间：2019 年 7 月 17-19 日   地点：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龙阳路 2345 号) 
 展会简介 

上海国际未来教育博览会暨创新发展大会是针对教育行业的国际商业盛会，由上海展新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主、承办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7 月 17 至 19 号召开。为贯彻十九大精神，落实《教育事业发展“中国教育现

代化 2035”规划》确定的核心任务，加快教育现代化，鼓励和支持应用新理念、新思路、新技术推行中国未来

教育产品和服务创新，将是中国教育行业经贸交流展示平台和教育新产品、新技术、新成果首发平台。欢迎各

相关企业到会参展、参观！ 

 展会一览 
 布展时间：2019 年 7 月 15-16 日 
 展览时间：2019 年 7 月 17-19 日 
 展览地点：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上海市龙阳路 2345 号) 
 官方网站：www.shzxexpo.com （永不落幕的网上展厅） 
 主办单位：上海展新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单位：上海展新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展会优势 

●上海是我国教育行业进入国际市场和国际教育行业进入国内市场的主要通道提供了优越的平台。 
●上海是国际化程度最高、最发达的城市。上海和上海周边是我国经济最发达的东部地区，覆盖人群到达 2.8 亿，

该地区商业市场成熟，市场容量巨大，在上海举办上海国际未来教育展暨创新发展大会国际国内辐射力度大。 

 展会宣传 
●会前通过百度、新浪网、搜狐网、人民网、新华网、慧聪教育装备网、中国教育装备采购网、电视台、报纸、

电话、传真、微信、微博、电子邮件、网站、邮寄、请柬、等对此次展会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宣传推广报道。 
 展会观众邀请 

●教育部、各省区市各级教育主管部门； 
●全国各级各类幼教、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特殊教育院校负责人，智慧及信息中心及教师等； 
●全国各类网校、培训机构、成人教育机构等相关负责人； 
●各类学校规划、设计、建设、集成单位； 
●各类教育技术和产品科研、代理、经销、零售商、专卖店、连锁加盟商、OEM 企业、贸易单位负责人； 
●国内外各类行业网络、媒体，以及通过权威媒体的宣传推广所影响到的专业观众及直接消费群体相关专业人士。 

 〖参展范围：如果您是下列供应商，请预定展位〗 

智慧教育：电子白板、触摸一体机、 AR 早教卡、儿童智能穿戴、多媒体课程、投影仪、APP 软件及安全管理

软件、幼儿园接送系统、VR 教学一体机、平板电脑等； 

在线教育：在线教育机构及平台建设、录播及直播系统、APP 软件、互动平台、培训系统、考试及阅卷系统、

支付技术服务商、教育云技术及应用、大数据应用及服务、课程软件光盘、网络电视、语音识别系

统、数据处理终端、编程开发及应用软件等； 

创客教育：科学技术及探索、STEM 教育及课程、机器人教育及课程、创客教育实验室、创客空间、儿童创客

教育成果等； 

早教加盟：0-3 岁早教机构、幼教机构、少儿培训机构、摄影机构、保险公司、护理保健机构、月子中心、幼教

中心、亲子中心；幼儿教育研发机构、幼教咨询机构、托班等；点读笔、点读机、儿童电脑；动漫

及运动品牌授权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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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外教育：作文培训、国学经典、升学辅导、野外露营、冬夏令营、游学教育、性格培养、大脑开发、感统训

练、逻辑思维、潜能挖掘、演讲口才等；  
语言培训：外语培训、在线英语、少儿英语、成人英语等； 
文体艺术：声乐、乐器、舞蹈、美术、书法、棋类培训、瑜伽、表演、武术； 
学前图书：儿童及少年读物、百科全书、辞典、期刊、有声读物、CDs/DVDs/CD-Is、电子书、教材、立体书、

图画书/卡片、插画书、绘画和涂色书、动画卡通、电影、音乐、玩具和游戏、儿童书籍等； 
少儿护眼：各类品牌眼镜、3D 眼镜、隐形眼镜、验眼仪器、眼部护理用品、眼科医院、眼部服务机构连锁等。 
校服园服：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含职高）大学等男女校服•园服的春秋装、夏装、冬装（款式包括有制 

服、休闲服、运动服、民族服装等）；学生鞋袜、书包、园服饰；床上棉被等后勤物品；新型安全环

保校服面料、校徽辅料等。 
用品教具：床上用品、幼儿园餐具、饭兜、消毒湿纸巾、清洁用品文具、绘画用品用具、DIY、橡皮泥、动画音

像制品、植物标本等； 
安全保障：幼儿园监控设备、幼儿园校车、 GPS 设备、学前儿童健康消费品（健康食品、健康消费用品等）新

风系统、空气净化器、幼儿园直饮水设备、温开水器等； 
配套设施：幼儿园家具、课桌椅、户外滑梯、淘气堡、儿童城堡、童车、电瓶车、摇摆车、充气游乐设备、儿

童游戏架、秋千、荡椅、转盘、蹦床、跷跷板、组合游乐玩具等； 
场地营造：各类幼儿园塑胶地板、悬浮式拼接地板、地垫及人造草坪、幼儿园环境设计等； 

 参展费用 

 1.标准展位收费 9 ㎡（3m*3m） 2.光地收费 36 ㎡起租 

形象展区 人民币 13800 元/个 人民币 1280/㎡ 

精品展区  人民币 12800 元/个 人民币 1080/㎡ 

1.标准展位设施：展出场地，2.5m 高壁

板，一条中英文楣板，桌子一张，椅子

标二把，220V 电源插座一个，射灯二支；

2.室内光地无任何设施，需要提前申请

3.双面开口展位加收 10%费用 

 广告 

气球￥5000 元/个 

会场拱门￥8000元/期 

背景墙一块 30000 元

（6 米 X4 米） 

会刊名录￥500 元 

飘球一个 6000 元（2

个起定 

手袋：30000 元/1 万只 

参展证 50000 元/5000 只 

参观证 100000 元/50000 只 

广告牌：￥30000 元(6X4）

米 

入 场 券：￥30000 元/10 万张 文字整版：￥ 2000 元 文字半版：￥1000 元 

注：入 场 券三万张起印（70mmx210mm） 

 参展程序（参展申请表、广告价目表、赞助方案等，请向组委会索取） 
1、填写参展申请表邮寄或传真至组织单位; 

2、参展商应在申请展位后 4 日内将参展费用[50%(预付款)或全款]汇至组织单位指定帐号,所定的展位方可    

保留,余款应在 2019 年 5 月 30 日前付清,在收到全部参展费后开具发票; 

3、2019 年 5 月 30 日后报名参展单位,须全额一次付清参展费;展位顺序分配原则:先申请,先付款,先安排, 

4、组织单位收到展台费用后,将于 2019 年 6 月 1 日前寄参展手册(详细介绍参展程序及注意事项,包括签证、

行程安排、展品运输、酒店接待、租赁设备等) 

 敬请参展企业及时与我们沟通联络，获取最新展会信息 
上海国际未来教育博览会组委会： 

地 址：上海沪光东路 89 号福克斯商务大厦 1号楼 312 室    
电 话：021-3379 9146        传  真：021-6041 0082 

官 网：www.shzxexpo.com 

邮 箱：861787723@qq.com    Q    Q：861787723 

联系人：魏 新              微信同号：156 1803 2580 

附：预定展位申请表及大会分布图请向组委会联络处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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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上海国际未来教育博览会   
本单位认可参展细则，并保证支付各项参展费用，服从大会统一安排。 

APPLICATION FORM / AGREEMENT 参展申请表/合同表  

 

中文 Chinese： 公司名称 

Name of Applicant 英文 English： 

地址/Address：                                 邮编/Post Code：  

电话/Tel：                           手机/Mb： 联系方式 

Contact 电邮/E-mail：                        联系人姓名/Contact Person： 

公司性质 

Type of Category 

        外资 

International 

      中外合资 

Joint Venture 

     内资企业 

Domestic 

 
 
 

标准展台/Standard Booth:     个 Booth(s);展台号/Booth No:            ;     

标准展台费用/Fee:RMB                      USD                        ;

 
 
 
 

室内空地/Indoor Raw Space        平方米/Sq.m.;编号/ No:              ;    

费用/Fee:RMB                  ;       USD                        ;

 
 
 

高层论坛/Advertising on the Spot                  ;费用/Fee:RMB          

     

会刊广告/Advertising in the Show Catalogue     版/Page(s);          版本; 

费用/Fee:RMB                    ; 

费用合计/Total:(小写/Small Letter)          ; 

(大写/Capitalization)             _; 

 付款时间/Payment Time                  ;     

收款单位：上海展新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收款单位

Beneficiary 开户银行：浦发银行上南路支行 
账    号：97070 1547 4000 1176 

Exhibition Organizer(Seal)                             
主办单位加章                                          Signature 负责人签字：     
Contact 经办人：魏 新                                 ( with company stamp 参展单位加章) 
请填写此表格并回传我公司 E-mail：861787723@qq.com     Date 日期：       
 参展提示：1、本协议签署后三个工作日内将参展费用电汇至大

会指定帐号；参展商预订展位后如退出参展可在三个工作日前通

知大会组委会，大会组委会及时对展位作出相应的取消或调整；,

如在三个工作日后通知退出参展将赔付组委会展位价的 50％违

约金；2、展会因组织单位原因（不可抗力因素除外）而取消，

组织单位只须退还参展单位展位费用；展会如期召开参展单位不

得以其他任何理由提出异议，解释权归组织单位所有；3、本合

同有效期自签约之日起至 2019 年 7 月 20 日止；4、为保障大会

统一形象，组委会有权将个别展位做出调整；5、因解释和履行

本合同而发生争议，双方协商不成时可提交组织单位经营所在地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上海展新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电  话/Tel：+86-21-33799146  
传  真/Fax：+86-21-60410082 
联系人/Contact：魏新 156 1803 25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