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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厦门市卫生有害生物防制协会
　　　　　美国奥肯公司（Orkin Systems. Inc）
支持单位：厦门市会议展览事务局
　　　　　厦门市绿化管理中心
协办单位：《中华卫生杀虫药械》杂志社
　　　　　行业内协会、优秀企业、知名媒体机构等
承办单位：厦门安叶商务会展有限公司

主办单位：厦门市卫生有害生物防制协会
　　　　　美国奥肯公司（Orkin Systems. Inc）
支持单位：厦门市会议展览事务局
　　　　　厦门市绿化管理中心
协办单位：《中华卫生杀虫药械》杂志社
　　　　　行业内协会、优秀企业、知名媒体机构等
承办单位：厦门安叶商务会展有限公司

扫一扫，更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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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厦门国际会展中心  Xiamen,China



参展回执
参展单位  

参展面积                平方米 展位号（预订）  

负责人 姓名  职务  电话/手机  

联络人 姓名  职务  电话/手机  

参展费用 万    仟    佰    拾    元，（小写        元）。 

布置方案 
自行设计制作（    ） 

委托组委会设计方案（    ） 

其他参展

需求 

 

企业代表签字： 

参展单位（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组委会确认签章： 

 

日期：      年    月    日 

 

1，企业确定参展后，填写《参展回执》并加盖公
章后，与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回传（传真
或电子档发邮件），组委会确认后加盖公章回传。
电话：0592-5899725　传真：0592-5177279
邮箱：2497185803@qq.com
2，组委会将统一安排展位并与企业签订《参展协
议》，展位确认后，参展企业须于3个工作日内将
参展费用转入组委会指定账户，组委会以收到款项
为准确定展位，否则不予保留展位。
账户名称：厦门安叶商务会展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嵩屿支行
帐号：3510 1503 0010 5250 1377

参展程序
3，凡是本协会会员，并已缴纳会费的参展企业，
可享受展位费九折优惠。全国兄弟协会推荐的参展
企业，享受同等优惠待遇。
4，开展前一个月，组委会提供《参展指南》，请
仔细阅读。

项目 展位费

RMB 6800/9m²（3mx3m）

RMB 700/m²（36m²起租）

标摊

光地

参展费用



展会简介

国内首个综合性、专业性的2016中国（厦门）国际有害生物防制展览会，将采取展览、论

坛、投资对接暨签约、颁奖的形式，即有害生物防制展览会、有害生物防制论坛、项目对接签

约、新产品新技术推介、颁奖仪式相结合的方式，关注全球环境卫生热点及发展趋势，提高全

民健康水平，吸引新技术、新产品和新商业模式，打造有害生物防制（PCO）、有害生物专

业管理（PMP）全产业链的国际交流平台。

政府搭台、企业唱戏、
共享资源、全面创新。

· 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 需要一个开放的，持续的学习和交流平台；

· 社会对行业的认知有限，被服务者有对抗情绪，需要全方位展示 PCO业界风采的平台；

PCO行业现状

· 国际型知名企业对中国市场的窥视，同时需要国际技术和标准的引进机制；

· 国内资深专家和优秀企业展示业界成果，引导行业有序发展；

PCO行业成长

打造全产业链的国际交流平台
新技术、新产品和新商业模式

我们竭诚邀请国内外行业专家、协会负责人，优秀企业负责人，共同参与本次盛会。

切实做到开放平台，最大限度调动行业资源，共享行业交流合作的成果。

欢迎有志之士，深入交流，精诚协商，共同奉献，共享长远利益。



展位规划图

展会规模
H馆：8019m²    K馆：5832m²



日程安排

布展时间：

2016年5月5—6日

展览时间：

2016年5月7—9日

撤展时间：

2016年5月9日17：00

标准展位配备示意图(9m²)

1、楣板
2、两盏射灯
3、展板

5、一张洽谈桌
6、一个5A/220V电源插座

7、地毯
8、纸篓

4、两张展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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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亮点

项目推介
技术转让
人才交流
企业风采
创新颁奖

政府支持
企业交流
专家对话

家庭健康展区
信息网络技术

应用展区

专家解读
PPP项目模式

（公私合伙制）

新形式 新模式 新领域 新方法

展会规划
规划设立七大展区：

由展会支持单位——厦门市市政园林局统筹安排，并由
厦门市绿化管理中心具体执行，召集园林绿化相关协
会、优秀企业代表，组织参加展示、推广和交流。

园林绿化展区

各 大 电 子 商 务 平 台 及 供 应
商、新媒体运营、生物技术
科研机构等。

信息网络技术应用展区

邀请港澳台地区相关协会及
企业，以及展会共同主办单
位（美国公司）组织邀请国
际相关协会、机构、优秀企
业代表，组织参加展示、推
广和交流。

港澳台展区

重大病虫抗药性监测治理技
术、农业有害生物生态控制
技术、重大病虫应急防治技
术、环保型生物农药应用技
术和外来危险性有害生物检
疫防疫技术等。

农林业植保展区

七大
展区

中心
展区

公共环境
展区

家庭健康
展区

园林绿化
展区

农林业植保
展区

信息网络技
术应用展区

港澳台及
海外展区

主要由厦门介绍获得“国家
生 态 市 ” 、 “ 国 家 卫 生 城
市”、“全国城市环境综合
整 治 特 别 奖 ” 等 荣 誉 的 经
验，以及国外PCO在城市卫
生方面的先进经验推广和未
来趋势。

中心展区

大型商超、酒店、办公场所
等室内外环境卫生检测、疫
情检测、有害物质残留物检
测、空气质量检测等技术及
设备。

公共环境展区

以“声光电”等新型多媒体
手段，增强参观者的互动和
现 场 体 验 ， 使 展 会 的 新 理
念、新技术和新设备，寓教
于 乐 ， 深 入 人 心 ， 影 响 深
远。

家庭健康展区



支持媒体

合作媒体
持续增加中……

(排名不分先后)

客商来源

观众组织

1、政府相关部门、行业协会邀请国内外专家学者，国内外资深PCO公司等开展：学术讲

座、高端论坛、培训。

2、“无虫害社区示范点”挂牌运作，向全国各地卫生系统、疾控中心、爱卫办以及PCO

公司推广介绍经验。

3、以厦门独特的地理位置，结合国内外媒体宣传推广，辐射海峡两岸、港澳及东南亚国

家虫控企业、投融资机构等，促进多方合作交流与药械进出口贸易。

4、首次亮相的有害生物行业“＋互联网”以及“互联网＋”管理运作销售模式，结合新

媒体推广，打造有害生物行业的电子化管理、交易、营销模式和平台；

5、通过PMP的先进理念，以展会为平台，链接关注家庭健康的高端消费人群，对展会进

行观摩和指导。

国内外PCO公司

卫生杀虫剂/消杀器械生产商及经销商

各地疾控中心/爱卫及行业协会

有害生物行业学者专家

园林绿化病虫害防治

PCO相关的电子商务平台/网上商城

气雾剂/蚊蝇香灭蚊蝇灯生产及经销商

农林植保检验检疫及虫害防治

其他

18%

23%

20%

7%

3%

3%

3%

10%

13%



ANNUAL
COMMERCIAL
EXHIBITION

ANNUAL
COMMERCIAL
EXHIBITION

厦门安叶商务会展有限公司
XIAMEN ANNUAL COMMERCIAL EXHIBITION CO., LTD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东浦路98号之20二楼
+86-592-5899725
+86-592-5177279
2497185803@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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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中国（厦门）
国际有害生物防制展览会

上海

台湾

厦门

2016.5.7~5.9

香港

Shanghai

Amoy

Taiwan

Hongkong

创新办展
全面合作
开放平台
2016CIPME
有你更精彩！


